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济铁路郑州黄河特大桥
进入桥面无砟轨道建设阶段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郑（州）济（南）铁路

郑州黄河特大桥主桥已进入最后的桥面无砟
轨道建设阶段。郑济铁路郑州黄河特大桥主
桥全长2016米，设计4线铁路。郑济铁路是连
接豫鲁两省的国家铁路干线，是河南省“米”字
形快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建成后，
郑州至济南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2个小时以
内。图为昨日拍摄的郑济铁路郑州黄河特大
桥施工工地。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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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年计划改造
老旧小区7.6万户

本报讯（记者 曹婷）崭新的社区、完善的设施……随着老
旧小区综合改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换新颜。昨日，
记者从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指挥部了解到，今年全市重点民
生实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将完成 7.6 万户（不含巩义
市），相关单位负责的计划任务也做了明确细分。

根据相关部署，纳入去年中央补助资金支持的续建
老旧小区项目，预计今年 6 月底全部完工。纳入今年中
央补助资金支持的老旧小区项目，预计今年 10 月完成
70%以上。

据介绍，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部署，今年郑州老旧
小区综合改造的指标任务是 7.45万户。为改善群众居住环
境，提升群众获得感，根据全市整体推进情况，将目标任务设
定为7.6万户。

据介绍，为确保群众居住环境得到改善，该指挥部印发了
《关于2021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任务的通知》，细化各
区的目标任务户数。对相关单位提出，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要求，科学制定改造方案，明确每个改造项目的主体、改造内
容、保障措施等，稳步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据统计，截至目前，去年中央补助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共 678个，开工率 100%，基本完工 539个。今年中央补助项
目共358个，已开工161个，基本完工12个。

专家学者专题研讨
总结提炼“二七精神”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李娜）7日下午，我市召开传承弘
扬“二七精神”理论研讨会，进一步挖掘提炼别具郑州特点、
社会普遍认同、内涵实质丰富的“二七精神”，讲好红色故事、
赓续红色基因，为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出新出
彩注入更多“红色能量”。市领导周富强、黄卿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二七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深远影响、时
代价值和特殊意义以及二七区对“二七精神”的探索和实践，
中央宣讲团成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与
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总结提炼出了脉络清晰、系统全面，内
涵准确、通俗易懂，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二七精神”。

周富强表示，“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
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下转二版）

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作风纪律监督举报方式的公告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于 2021年 4月 7日至 5月 7日进驻河南省开展督察。
现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公开，欢迎社会
参与监督。如发现督察组及其成员存在违反《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的情形，可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和生态环境部机关纪委反映。
电子邮箱为：jb@mee.gov.cn；信箱地址为：北京市东城
区东长安街 12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
监察组办公室，邮编：100006。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1年4月7日

本报讯（记者 王莹）按照党史学习教
育安排部署，4月 8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到市委党校为党员干部上专题党
课，交流学习体会，勉励党员干部把党的历
史学习好，把党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传
承好，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过时代的“接
力棒”，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

徐立毅指出，党史是一本博大精深的
教科书。学习党史，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进一步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高度自觉；要
从百年党史中感悟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
一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到“两个维护”
的高度自觉；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

力，进一步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的高度自觉；要从百年党史中感
悟郑州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增强在党的领
导下做好郑州各项工作的高度自觉，切实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的精气神，转化为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
自觉行动，坚定不移地推进党中央、省委各
项决策部署在郑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徐立毅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每位
党员干部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把自身摆进去，确保学有所
获、学有所悟、学有所行，实现思想提升、境
界提升、工作提升。要在“学史明理”上想
通悟透，把学习党史与学习党的重大理论

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蕴含
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不
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要在“学史增信”上
激发力量，增强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
力，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与
总书记对表看齐、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的政治自觉；要在“学史崇德”上提升境界，
锤炼党性修养，站稳人民立场，务实重干、
担当作为，心存敬畏、守好底线，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
代的精气神；要在“学史力行”上见到成效，
把学党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

及郑州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与为群众办
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与加强党的建设结合
起来，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
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贡献力
量、发挥作用。

市委副书记周富强主持，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吕挺琳出席。市委党校全体教职工
及主体班学员参加。

徐立毅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勉励党员干部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
走 好 当 代 人 的 长 征 路

前两个月全省企业
收入利润大幅增长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财政局昨日发布信息，随着经济
稳定恢复，前两个月，纳入财政部门统计范围的月报企业总体
运行呈现持续恢复向好态势，收入利润大幅增长，偿债能力持
续提升。

分析指出，受 2020年同期因疫情导致基数较低影响，叠
加经济稳步复苏带动，我省企业收入、利润大幅增长。1~2
月，全省企业资产总额 61293.5亿元，同比增长 8.7%；营业总
收入 5255.4亿元，同比增长 49%；利润总额 238.6亿元，同比
增长 127.7%；应交税金 335.9亿元，同比增长 24.8%；已交税
金337.8亿元，同比增长3.3%。

企业资产稳步增长，偿债能力持续提升。2月末，企业资
产同比增长 8.7%，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连续
25个月同比下降。其中，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 1个
百分点；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1~2月，全省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4252.8亿元，占比 80.9%，同比增长 54%；利润 155.3亿元，
占比65.1%，同比增长2.1倍。其中，优势产业、传统产业营收
利润增速高于工业行业整体增速。前两个月，装备制造、食品
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和新材料等五大优势产业收入占工
业行业的比重为43.6%，同比增长1倍，利润占比35.5%，同比
增长 2.4倍；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轻纺等五大传统产业收
入占比 27.7%，同比增长 64.6%，利润占比 32.8%，同比增长
8.1倍。研发费用持续增长。1~2月，全省快报企业研发费用
49.5亿元，同比增长43.1%。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
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
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
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
帮扶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
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

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
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
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央定点帮扶
单位要落实帮扶责任，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帮
扶举措，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政策落实，提高帮
扶实效。全党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
上，接续奋斗，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全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
作推进会 8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习近平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郑开两地人大联动
助力唱好“双城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开封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阎红心带队来到郑州，专题调研郑开同城化工作。开
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全营一同调研。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胡荃、副主任蔡红，副市长孙晓红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中原科技城投资促进中心、郑州黄
河滩地公园、中央文化区“四个中心”等处，通过听取介绍、实
地参观，详细了解郑州科技创新、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等情况。调研组一致
认为，郑州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开封学习借鉴。

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两市对口单位就推进郑开同城化
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阎红心表示，加快推进郑开同城化正
逢其时，希望两地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下转二版）

市政协召开辅导培训座谈会

不断创新思路举措
提升提案工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政协召开提案工作辅导培
训座谈会，总结交流近年来全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探讨加强和改进提案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全市政
协工作创新发展。市政协主席张延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
副书记吴晓君，副主席李新有、王万鹏、刘睿参加会议。

会上，中原区、管城区、新密市、中牟县政协分别作交
流发言，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原主任钱伟作提案业务工作
辅导培训。

张延明提出，提案办理协商与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
协商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协组
织要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高度、增强人民政协民主监
督的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广度来认识提案工作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提案工作水平。 （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三
月三，拜轩辕。”临近三月三，第
二届英国华人华侨恭拜轩辕黄
帝活动在英国各地分批分散成
功举办。

本次拜祖活动由全英河南同
乡联谊会暨英国河南商会主办，
中英科技创新平台承办，全英华
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等多个在

英华人社团和宗亲组织协办，以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为主题，严格遵守英国当地疫情
防控政策，以家庭为单位，采取非
集中、无接触形式进行。

担任主拜人的是全英华人
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总会长单
声，他虽已耄耋高龄，但饱含深
情地诵读了《拜祖文》，并净手上

香，恭拜轩辕黄帝。英中演艺协
会会长、著名旅英歌剧女高音歌
唱家王蓓蓓女士与多位华人小
朋友分段协作，倾情演唱《黄帝
颂》。以任梓豪为代表的华人小
朋友，传承中华传统礼仪文化，
面朝东方，双手抱拳，行拱手礼，
表达华夏子孙对轩辕黄帝的敬
意和追思。 （下转二版）

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

英国华人华侨恭拜轩辕黄帝
黄河流域舞台艺术
精品演出季13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方方）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获悉，由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黄
河文化月·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出季活动”将于4月 13日至 5月 6
日在河南艺术中心、郑州大剧院连续推出9台 18场“大戏”。

本次活动邀请沿黄九省获得国家级奖项的重量级剧目集中展演，
涵盖多种艺术类型，包括秦腔《西京故事》、舞剧《不到长城非好汉》《川
藏·茶马古道》《大河之源》《精忠报国》、民族音乐会《黄河从草原走
过》、大型交响合唱《黄河入海》、舞蹈史诗《黄河》、豫剧《义薄云天》，不
仅有突出展现黄河流域文艺创作成就的优秀作品，还有体现民族地域
特色优秀舞台艺术，将为观众呈现出一场黄河故事的视觉盛宴。

为全力保障观众的健康安全，根据文旅部相关要求，郑州市剧场
严格按照观众人数不超过座位数 85%的标准，同时采取实名制安检、
测量体温等多种举措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本次演出采取免费发票形
式，市民可通过“郑州文旅云”平台免费领取。市民还可关注“郑州文
旅云”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黄河文化月”进入“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
演出季”专题页面，在线查看演出预告、预订演出门票、观看演出直播、
参与线上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