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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中国关工委成立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团结带领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
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支持更多老同志参加关心
下一代工作，使广大“五老”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发光发热，为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就做好关心下一代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前 10 个 月 郑 州 机 场
货运量累计增速全国夺冠

本报讯（记者 张倩）18日，记者从在郑举行的 2020民航
趋势论坛上了解到，2020年前 10个月，郑州机场货运量单月增
速有 6个月居全国第 1位，累计增速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
一，货运总量稳居全国第 7位，国际地区货运量和全货机航班
量均居全国第5位，客货运规模继续保持中部机场领先地位。

截至 2020 年 11月 12日，郑州机场累计完成货邮吞吐量
52.3万吨，同比增长 22.2%；其中国际地区完成 36.4万吨，同比
增长49.4%；全货机完成40.4万吨，同比增长52%。

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行的货运航空公司31家（国际地区24
家），货运航线51条（国际地区41条），通航城市63个（国际地区
46个），通达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前20位枢纽航点
中已通达16个。客运航空公司54家（国际地区18家），客运航线
194条（国际地区27条），通航城市130个（国际地区24个）。

市领导调研沿黄精品村庄打造工作

大力开发黄河资源
挖掘美丽乡村特色

本报讯（记者 李娜）11月 17日，市委副书记周富强带领市
农委有关负责人，到惠济区调研沿黄精品村庄打造工作。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惠济区花园口镇申庄村、南月堤村，
大河路办事处前刘村、保合寨村，古荥镇孙庄村，实地察看沿黄
村庄现有基础设施情况，详细了解村庄改造规划方案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

周富强说，建设美丽乡村是统筹城乡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途径，是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惠济区
处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的重要位置、核心
区域，（下转二版）

市领导调研国际乒联总决赛筹备情况

提升服务质量让运动员
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17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黄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调研 2020国际乒联总决赛和
“业余球王”总决赛筹备工作情况。

在万豪酒店、嵩山饭店，黄卿一行实地察看了酒店疫情防控、
餐饮安全、医疗保障等工作，详细了解运动员和嘉宾生活休息情
况。在奥体中心体育馆，实地察看了训练、比赛场地等，详细了解
了场馆疫情防控、安全保障、赛程安排等情况。 （下转二版）

寒风北起，暖讯南
来，郑州荣膺“2020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这
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实践诠释，是城市管理
者亲民施政的生动注
脚，既是对郑州近年来
发展变化的认同，也是
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
鞭策。

能让人民幸福的时
代是伟大的时代，能让
人民幸福的城市是美好
的城市。回望郑州的

“幸福之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把让
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作为努力方
向，构筑起郑州“幸福之
路”的坚实路基。

幸 福 是 人 们 对 生
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
受，既是神圣的、温暖
的，又是实实在在的。
溯往幸福历程，解读幸
福密码，我们能真真切
切感受到幸福在哪里。

幸 福 就 在 群 众 满
意的笑脸上。“我们要
坚持人民至上，只要是
人民群众欢迎、咧嘴笑

的事，再难也要干到底”，不久前，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一番话
发人深省。幸福就是要让群众“咧
嘴笑”。近年来，郑州坚持把 80%
以上的财力用于改善民生，甘甜
的丹江水、快捷的公积金刷脸办
理、暖心的“官方带娃”……群众
越来越多的笑脸是对我们的最高
褒奖。 （下转二版）

西流湖景观效果初显 部分景点向市民开放

林梢一抹青如画
湖光水色与人亲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其娟 文 李新华 图）记者18日
从郑州市西流湖公园了解到，经过近两年的建设，西流湖公园
湖区植物种植基本完成，大部分建筑已呈规模，景观建设效果
初步显现，除晴云阁、生态中心两个规模较大的单体建筑外，其
余建筑有望在年底前基本完成。

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到西流湖公园游玩的迫切需要，公
园目前边建设边开放（如图），中原路以北、化工路以南，湖区两
岸都有可供市民游乐健身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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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获评“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点点 亮亮

娄勤俭吴政隆王国生尹弘出席河南·江苏座谈会

携手融入新发展格局共谋合作发展新篇章
黄莉新刘伟出席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 冯芸）11
月 18日，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抵达江苏进行
学习考察。当日下午，河南·江苏座谈会在
南京举行。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
政隆，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出
席。江苏省政协主席黄莉新、河南省政协
主席刘伟出席。

娄勤俭对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到江苏考
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河南省
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在中部
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出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形成了许多好经
验、好做法，值得江苏学习借鉴。党的十
九大以来，江苏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
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最近，习近平
总书记到江苏视察，要求江苏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着力在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
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指示为江苏下一步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极大鼓舞了全省干部群众
的信心士气。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赋
予江苏的新使命新任务，在新的起点上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
效能治理，努力在率先实现现代化上走在
前列。苏豫两省地域相连、历史渊源深
厚、人员往来密切，新发展阶段两省合作
空间更加广阔。我们要协同推进国家战
略实施，合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携手深
化更多领域合作，在东西双向开放上寻找
契合点，从一些关联性强、容易打开局面
的环节先行突破，优势互补、深入合作，共
同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王国生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的
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前几天，习近平
总书记到江苏视察，并主持召开全面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河南省党政代
表团这次来江苏，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借鉴江苏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研究谋划

“十四五”发展，携手融入新发展格局。江
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长期以来
为全国发展探路，改革创新争当表率，服
务大局担当作为，用实干创造、用奋斗作
答，围绕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各项工
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上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的成就
令人瞩目。近年来，河南全省上下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
精神，牢牢抓住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奋
勇争先、埋头苦干，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
发展之路，朝着中原更加出彩目标一步步
迈进。河南、江苏都有多重国家战略叠
加，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两地地缘相
近、人文相亲，经济相融、优势互补，有着
广阔的合作空间和潜力。希望两地把握
机遇、发挥优势，在落实国家战略上加强
对接，在畅通循环上协同联动，在产业发
展上深化合作，推动豫苏合作向更高质
量、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吴政隆、尹弘分别介绍了两地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江苏省领导张敬华、郭元强、
李小敏、惠建林、韩立明，河南省领导李亚、
穆为民、徐立毅、赵素萍、何金平出席活动。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当天考察了紫金山
实验室、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苏宁易购
总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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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小玺 王治）一年一
度，遇见幸福。11月 18日，由新华社《瞭
望 东 方 周 刊》与 瞭 望 智 库 共 同 主 办 的

“2020中国幸福城市论坛”暨第十四届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在杭州
举行，郑州获评“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副省长、市长王新伟出席活动并作
主旨演讲。

新华社副社长严文斌在论坛上致辞，
瞭望周刊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冯瑛冰解读
《2020中国城市幸福感报告》，百度首席技
术官王海峰介绍人工智能助力幸福城市
情况。杭州、成都、温州、宁波、徐州、广
州、青岛、西宁、长沙等获奖城市代表也作
了主旨演讲。

王新伟在主旨演讲中，从有梦想、有
力量，有机遇、有舞台，有颜值、有品位，有
温暖、有大爱四个方面，分享交流了郑州
的幸福实践、“幸福密码”。他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牵挂和嘱托是郑州人民创造幸
福、共享幸福的力量源泉，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等国家级战略平台叠加落地让
来到郑州的人都能成就梦想、收获幸福，

“东强、西美、南动、北静、中优、外联”的城
市发展布局和“三项工程、一项管理”等重
点工作有序推进，让绿城变得更绿、家园
变得更美、群众笑得更甜，舒心、顺心、悦
心、放心、安心、暖心的“六心”服务让幸福
不断提质升级，幸福河畔幸福城的名片更
响更亮。

据了解，“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
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14年，是中国最具影
响力和公信力的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之
一。本届推选活动以“人民城市，幸福小
康”为主题，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育、安
全、交通、就业、居民收入、生态环境、医疗
健康、生活品质、城市吸引力等9个领域的
一级指标以及上百个二级细分指标。

郑州在“2020 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总体幸福度中排
名第 7位，教育幸福度、医疗健康幸福度、
安全幸福度、交通幸福度等指标排名领
先。郑州的巩义市入选县级市“2020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

郑州市副市长陈宏伟参加颁奖仪式。

昨日，郑州入选“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当晚8时，郑州各大地标齐齐亮灯，点亮“幸福”。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丁友明 白韬 李焱 唐强李新华 黄余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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