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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蕴含其中的“二七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
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千万郑州儿女的血脉传承。总结提
炼“二七精神”，对于郑州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打造红色地标、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周富强要求，要充分运用好此次研讨会成果，把学习“二七精神”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学深悟透其核心要义、精神实
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真正学出干劲、学出责任、学出使命，用

“实干家”的精气神投身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推动“十四五”蓝
图落地生根，以优异成绩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专家学者专题研讨
总结提炼“二七精神”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黄
河文化月暨拜祖大典接待讲解
员培训班开班。经过层层选拔，
来自市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大专院校、旅行社的30多名优秀
导游员将集中进行为期五天的
封闭式培训。

培训期间，参训人员将认真
研读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辛
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讲解词，
集中学习古都文化、礼仪接待等
内容，力争以最好的状态、高水
准的服务迎接嘉宾。

据介绍，此次培训将持续至4
月 12日，共分为 3个阶段。其中
4月 8日至 9日为室内授课阶段，
邀请行业专家和名师为大家就华
夏文明、黄河文化、大典注意事项
和接待礼仪方面进行专题培训。
4月 10日至 11日进行实地踩线
演练，采取车上试讲、逐一打分方
式，实地检验大家讲解词熟练程
度、接待服务意识和应变能力。4
月 12日起，大家根据任务分别承
担嘉宾学习考察、拜祖大典彩排
和拜祖大典接待讲解任务。

在昨日举行的开班仪式结
束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
院院长郭琰首先为大家进行《学
好党史，讲好中原故事》主题授
课。她从新时代对讲解员提出
的新要求、从百年党史中汲取讲
解的智慧和力量、从黄河文化中
找到讲解的精神和源泉三个方
面切入，为参训者进行深入讲
解。随后几天，部分郑州市优秀
导游员还将围绕《如何做好辛丑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导游讲解
服务工作》等主题进行培训。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于 4
月 14日在黄帝故里新郑市举行，届时全
球华人的目光都将汇聚于此。那么今
年的拜祖大典与往年都有哪些不同，又
有哪些新亮点呢？对此，拜祖大典执行
总导演欧阳瑛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细
说端详。

舞台舞美愈发典雅

往年的拜祖大典，均是以竹简、书
卷为背景，为了更好地表现我们祖国如
今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向我们的祖
先轩辕黄帝传达喜报，今年的拜祖大典
主舞台缩减了竹简、书卷的元素，在背
景两侧安装了 LED 大屏幕，配合九项
仪程，将每一项都赋予新的动画演示，
新的内容呈现。

邀唐宫小姐姐与大家见面
据了解，大典第一项仪程由“盛世礼

炮”调整为“盛世礼乐”，将以礼乐方阵现
场演奏的方式取代鸣放礼炮，让整个典礼
的启动更加优雅典雅。

今年，礼乐方阵演奏的同时，将会有
三组共 27位青少年代表上台供献供品，
让青少年代表海内外的华人向黄帝表达
我们心中的恭敬之情。

同时，为了进一步宣传黄河文化，拓
展拜祖空间，让更多未能到达现场的炎黄
子孙“云”拜祖，此次大典将制作播放视频
短片，用一帧帧画面拉近所有炎黄子孙的

距离，唤起大家共同回忆。

另外，此次活动第七项“乐舞敬拜”将

邀请唐宫小姐姐手持竹简，与主舞台背景

相呼应，用翩翩舞姿表达所有炎黄子孙心

中共同的报喜心愿。

仪程最后一项“天地人和”，来自新郑

的小朋友将为现场嘉宾送发装有锦囊的

气球，现场将全场一起放飞气球，为中华

民族祈福：国泰民安，盛世昌盛。

见证郑州日新月异发展

欧阳瑛鑫从 2009年就和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结了缘，这 12年来，每年春天都会

来到同样一个地方——新郑。

她说：“我对郑州是情缘深种，12 年

来不仅见证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影响

力逐渐加深，同时也看到了郑州日新月异

的变化，大典上百姓绽放的幸福笑容，让

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了！”

据黄帝故里园区管委会宣传接待局

宣传科长荆晓磊介绍，目前黄帝故里园区

对外开放区域（市民广场）已建设完毕，设

施也已经刷新、维修、清洁到位。央视导

演组入驻前，九项仪程的所有相关道具已

经准备到位，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将全力

以赴配合导演组进行仪程排练。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见习记者 刘地

大典执行总导演接受采访

拜祖大典精彩亮点提前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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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社保缴费工资
申报全部线上办理

可登录“河南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自主申报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杨清华）4月 12日起，郑州市社保中心
将开展2021年度（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全市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申报工作。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缴费工资申报工作全部实行网上经办，各用人单位
可于2021年4月12日至6月24日之间登录“河南社会保障信息系统”
自主进行申报。4月8日，记者从市人社局社保中心获得此消息。

记者还了解到，为充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的决策部署，将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便民利民服务的
工作要求落到实处，郑州市社保中心以培育用人单位线上办事习惯、
提升线上办事能力、推进线上经办全覆盖、促进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
为目标，以此次缴费工资申报为契机，对参保单位开展免费的社会保
险经办培训工作。4月 10日~7月 30日之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用
人单位即可通过支付宝（市民中心—社保—社保办事预约—培训预
约）进行预约，每日8时可预约一周内的培训课程，预约课程结束后可
进行下次预约。预约成功后到二七区火车站广场二马路 10号的交
运中原大厦C座4楼（天鹅大厦）参加社保培训。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我市社保中心将开展社会保险经办
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此次培训就是经办服务质量提升活动的其中
一项，旨在通过活动着力解决服务意识淡薄、“限时办结制”落实不
力、经办效率不高、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等问题。

郑州又一输变电工程送电

城东南供电压力
将会大幅度缓解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刘枫）4月8日，记者从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获悉，4月3日9：30，随着兰220千伏母线、II凤兰
线、II兰人线三次充电成功，标志着郑州220千伏香草（兰湾）输变电
工程第一阶段竣工送电，大幅度缓解城东南区的供电压力。

据了解，220千伏香草（兰湾）输变电工程位于石化路与城东
南路东南区域，紧邻郑东新区，房地产、办公、商业发达。环绕南三
环以北、金水路以南、京广铁路以东、中州大道以西的区域，已经形
成以办公、商服、餐饮、娱乐为主的政治经济中心，用电需求增长很
大，负荷密度大，重要用户多，供电可靠性要求高。

该项目总投资2.9亿元，新建220千伏变电站及220千伏、110
千伏配套线路。项目投运后，能大幅度缓解城东南区的供电压力，
还缓解了市中心区域现有 220千伏电网供电压力，优化了市中心
区域110千伏电网网架，满足了城市建设发展用电需求，提高了供
电可靠性。同时还保障了后期郑州 220 千伏刘湾输变电、郑州
220千伏经纬输变电等7项工程线路接入，为康盛电厂关停后电网
顺利迎峰度夏打下坚实基础。

我市启动“春雷护茶”行动

喝到假茶次茶可打12315举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

爱琴）为维护茶叶市场生产经营
秩序，进一步提升郑州茶叶产
品商标、品牌声誉，近日，市市
场监管部门在全市启动“春雷
护茶”专项整治行动，市民如发
现茶叶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或
在选购、冲泡茶叶时发现食品
安 全 问 题 ，可 拨 打 12315 进 行
投诉举报。

据了解，我市将严厉打击茶
叶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查假
冒原产地茶叶，尤其是河南省著
名品牌“信阳毛尖”是专项行动
的重中之重。严查违法违规生
产销售茶叶，坚决取缔无证无照
从事茶叶生产经营行为，重点检

查茶叶生产经营企业包装上是
否标有产品名称、生产日期、净
含量、产品标准代号以及生产者
的名称、地址等内容，发现问题，
依法处理。严查以次充好、短斤
少两、掺杂使假、价格欺诈，对茶
叶市场上干茶含水量开展专项
抽查，对含水量超标的产品依法
查处；对计量器具开展专项检
查，发现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责令
立即停止使用；要引导经营户合
理定价，公平买卖。

同时，将坚持线上线下一起
查，认真排查辖区互联网经营平
台，严查互联网销售和广告宣传
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互联网经营
台账，组织开展警示教育和行政

约谈，引导互联网经营户依法规
范经营。

通 过 此 次 专 项 整 治 ，将 进
一步规范郑州茶叶市场生产经
营监管工作机制，督促全市各
类茶叶生产企业和加工小作坊
严把原料进厂关、安全关，确保
产品符合标准要求；督促茶叶
经销者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制度，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督促大型茶叶专业批
发零售市场、茶叶专营店及销
售门市、摊点规范使用注册商
标 和 地 理 标 志 等 质 量 标 志 标
识，着力解决茶叶产品包装违
法违规使用注册商标和质量标
志标识等混乱问题。

拜祖大典接待讲解员开始培训

（上接一版）从规划工程、交通工程、产业工程、生态工程、公共服务工
程等方面着手，携手推进郑开同城化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两地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下一步，开封市人大要结合人大特点，按照

“大民生小切口”思路，争取尽早启动有关项目，要继续加强与郑州市
人大对接交流，共同书写两地人大助力郑开同城化发展的新篇章。

胡荃表示，推进郑开同城化发展，郑州市人大和政府职能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及两地市委达成的共识落实落细，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加强与开封市人大和政府职能部门沟通交流，攻坚克难，建立
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把郑开同城化各项工作谋深谋细、抓实抓牢，
共同推进郑开同城化发展，为两地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

郑开两地人大联动
助力唱好“双城记”

（上接一版）张延明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组织机构。在提
案工作中，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以党建工作为统领，加强对提案工作
的组织领导，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方面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通过
提案工作推动党委政府各项决策落地见效。要加强工作筹划和理论
创新。站位全局、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围绕如何提高提案质量、如何
提高提案办理实效、如何改进提案工作服务水平，提出切实可行的规
划、措施，认真研判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
务，从理论高度研究提出提案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探索出推动提
案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子。要加强制度建设，提
升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提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运
用现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建立完善提案管理系统，不断推动政协提
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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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一版）著名爱国将领
方莹将军外孙、王伯骧将军之
子、知名台胞王台生，英国斯旺
西市议长顾问林桔敏，格洛斯
特郡政府中国事务总代表林
晴，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会长
王秋蕙，主席焦建功，常务副会
长耿慧、朱良玮，副会长傅彤、
马韬及在英国居住生活的教育
工作者、医生、护士等各界爱国
华人华侨代表参与了拜祖活
动。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市议长
Rob Stewart（罗 伯·斯 图 尔
特）、威尔士斯旺西市内阁成员

Robert Francis- Davies（弗
朗西斯·戴维斯）、英国科茨沃
德地区发展促进署首席执行官
亚当·韦恩斯等国际友人也纷
纷为大典送上视频祝福。

为让更多海外华人都能参
与恭拜轩辕黄帝活动，今年英国
拜祖活动使用了 AR 和 VR 技
术，在手机上开发虚拟拜祖小程
序。海外同胞可以通过小程序，
模拟真实恭拜黄帝场景，用手机
完成上香、鞠躬等仪程，为远在
他乡的海外华人提供沉浸式“寻
祖、拜祖、祈福”的仪式感。

英国华人华侨恭拜轩辕黄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