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三，拜
轩辕。

每年的农历
三月初三，在黄
帝故里新郑举办
的拜祖大典，都
是一场庄严盛
会，多少华夏儿
女不远万里回乡
敬祖归宗。

今年形式更
加新颖，不仅开
启了线上平台，
还有迎亲演出，

“乐舞敬拜”更是
邀请了“唐宫小
姐姐”亮相，届时
还会有直播，精
彩，一个都不会
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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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阳春布
德泽，万物生光辉。位于河南郑州
的黄帝故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拜
祖时间。

此时，在跨越时空的澳大利亚，
秋高气爽，红叶烂漫，每一枚枝叶上
都写着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4月

10日上午，辛丑年澳大利亚华侨华
人恭拜黄帝大典在悉尼市卡拉玛塔
会议中心圆满礼成。

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为主题的澳大利亚恭拜黄帝活
动今年已是第五届，深受澳大利亚
华侨华人的喜爱。“三月三，拜轩辕”

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每年不
可错过的文化盛典。

大典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
会、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澳大
利亚文化遗产发展与研究中心、澳
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澳大利
亚爱而思文化协会、（下转六版）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这里有郑州古
人类最早的文明踪迹，这里有中原地区已
知最早的丝织品，这里有我国同时期保存
最为完好的史前建筑基址，这里有一个个
早期中国文化的代表和缩影……10 日，

“去郑州 看华夏古国”系列活动采访团先
后来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西山遗址、织
机洞遗址、青台遗址，探寻早期中国的文

化印记。

在大河村遗址，寻访穿越
千年的黄河文化印记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东
北部，北距黄河 8公里，面积约 53万平方
米，是中华文明起源和黄河文化的重要标
识性遗址。

站 在 遗 址 厅 史 前 房 屋 建 筑 基 址
前，先人们的建筑智慧令人折服。东
边 遗 址 出 土 的 仰 韶 中 晚 期 房 基 1-4，
虽然历经 5000 余年，仍保留有完整的
平 面 布 局 和 1 米 多 高 的 墙 壁 ，是 我 国
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完好的
史前居住地址。

据介绍，大河村先民将黄河流域普遍

采用的“木骨泥墙”建筑工艺同烧制陶器
技术相结合，运用非凡的智慧和娴熟的建
筑技术，创造了这座木骨整塑陶房，大大
提高了当时先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
方便了他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

在文物展厅，众多造型精美、花纹独
特的陶器让人赏心悦目。巧妙的构思、严
谨的布局、明快的色彩对比，（下转六版）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又是一
年三月三，春和景明，蓝田日暖，弥
望繁花满树，更添怀祖慎远之思。
远在法国的华侨华人怀着对先祖的
敬仰之情，在巴黎成功举办了第二
届恭拜黄帝活动。

黄帝是中华文明始祖、人文共

祖。此次活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
协会、法国华侨华人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会
和旅法侨团共同主办。活动以“同根
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严
格遵守法国疫情政策，参照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礼制拜祖祈福，主拜人由法

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俐敏担任。
前来恭拜黄帝的有著名侨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法国政府官
员、华人市长、议员和社会各界知名
人士等。恭拜人员向黄帝像三鞠躬，
怀着感恩崇敬之情献花进馔，在橄
榄树上挂起了祈福牌，（下转六版）

“去郑州 看华夏古国”采访团走进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西山遗址、织机洞遗址、青台遗址

游历千年文明 探寻文化印记

跨越时空 共拜始祖 祈福中华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

2

追思始祖功德 传承黄帝精神

法国华侨华人恭拜黄帝活动在巴黎举行
拜祖大典出新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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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州广电全媒体
记者 晓明 陈曦 李扬 万春）
经过 40 天紧张的安装、调试
和培训，4 月 10 日上午，郑州
广电全媒体新闻中心正式投
入运行。

据介绍，广电全媒体新闻
中心包括 4K 新闻演播室、4K
采访摄像机、融媒体新闻制作
网、5G+4K 全媒体直播车等，
均采用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4K、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信息革命最新技术成
果。该中心启用后，郑州广播
电视台将努力打造以内容建设
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
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
体系，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
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

素的有效整合，以先进技术引
领驱动融合发展，推动主力军
全面挺进主战场，占领新兴传
播阵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
指示精神，郑州广播电视台全
媒体新闻中心将进一步强化媒
体融合思维，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坚持移动优先，以积极心
态，拥抱新技术，不断提升自身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
信力，为郑州市的经济社会发
展、为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郑州广电全媒体
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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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验活动

★主题宣讲活动

★青少年心向党教育活动

★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

★入党宣誓活动

★讲党课和优秀党课展播活动

七项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开新局开新局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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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 风力 偏西风转东北风3~4级 温度 最高25℃ 最低13℃ 降水概率1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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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4
月，绿城郑州，春暖大地，万物勃发，工业
生产正在跑出“加速度”。1~2月份，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分别
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1.9 和 18 个百
分点，增速在全省排名首位。

支撑郑州工业跑出“郑州速度”的，
是一个个重大项目。市工信局传来的消
息显示，2021 年全市统筹推进重大工业
和 信 息 化 项 目 565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3501.7 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843.7 亿
元。一季度完成投资 198.3 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的 23.5%。重点推进的标志性制
造业项目 62 个，项目总投资 1407.4 亿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273.7 亿元，一季
度完成投资 55.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20.3%，紫光股份全球总部、明晟实业年
产 50 万吨新型材料等 9 个项目开工建
设；哈工大机器人智能装备科技园、东微
电子半导体芯片材料等 15个项目正在办
理相关手续；海康威视、恒大动力电池等

38个在建项目顺利推进。中原大地投资
潮涌，主导产业表现靓丽，重大项目建设
正酣。

今年以来，我市工业投资高速增长。
1~2月，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1.2%，增
速分别高于全国（34.1%）全省（15.5%）平
均水平17.1、35.7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两个月，
我市主导产业贡献突出。1~2月，全市六
大主导产业同比增长 43.7%，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 6.7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规上工业
增长 33.7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信息工
业、生物医药、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分别同
比增长65.2%、52.9%、38.2%。

众所周知，汽车产业是郑州市战略支
撑产业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措
并举支持产业快速发展，取得了积极成
效，已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的中坚力量。目前，郑州市已形成客车、
乘用车、新能源汽车三大整车生产格局，
涵盖了客车、皮卡、SUV、MPV、轿车、卡

车等系列化的产品体系。全市现拥有宇
通客车、东风日产郑州工厂、郑州日产、上
汽乘用车郑州基地、海马汽车等多家整车
企业，宇通重工、比克新能源汽车等专用
车企业 15 家，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 150
余家，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 30%，
整车产能达到 158万辆，主要布局在经开
区、中牟县、管城区、荥阳市 4个整车聚集
区，同时正在积极推进航空港实验区建设
汽车集聚区。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市
整车产量 58.3万辆，同比下降 13.28%；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4.19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22.4%。2021 年 1~3 月，全市整车产量
9.4万辆，同比增长 47.8%，其中新能源汽
车产量1.11万辆，同比增长91.1%。

业内人士预计，2021 年我市全年整
车产量将超过62万辆。

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当然离不开重
大项目的有力支撑。

2017年，我市成功引进上汽乘用车，
并以国内罕见的“郑州速度”建成郑州基

地，一期 30万辆乘用车项目当年签约、当
年投产；2018年签约上汽乘用车二期 30
万辆整车项目、上汽乘用车郑州发动机工
厂项目、上汽集团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等
一批汽车产业重点项目；2019 年成功签
约恒大新能源汽车 30万辆整车项目和新
能源动力电池产业化项目；目前，正在积
极跟踪推进北奔重汽重卡项目、长城汽车
整车项目等。

下一步，我市将拉高标杆，主动作
为，确保工业经济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向
好，实现“开门红”。并且，牢牢把握汽车
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发
展趋势，把发展新能源及网联汽车作为
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聚焦技术创新，培内引外，强链、补链、延
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国内一流的汽车产业生态体系，努
力把郑州建成世界客车制造名城、全国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基地。

重大项目引领 投资高速增长

郑州工业经济强势回暖

巍巍南太行，孕育了两位超长待机的“硬
核书记”——吴金印和赵化录，他们分别在乡
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干了53年和23年。

吴金印，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53年
来，他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苦干实干，
带领唐庄迈出了治穷、致富、发展的“三大
步”，被誉为“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

赵化录，是新时代“吴金印式”的好干

部。自1998年来到冀屯镇，赵化录用23年
时间，将一个传统的农业镇，发展为全国最
大的食用菌生产地、“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我们算不算相
逢？”一座小镇，为什么有他们做不完的
梦？新华社记者就此对两位乡镇党委书记
进行了专访。

“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干了
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吴金印：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和
农村这片黄土地有缘。1987年，我调任唐
庄担任镇党委书记。那个时候的唐庄绝壁
荒滩、土地贫瘠，老百姓吃的是野菜，住的
是土窑洞。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

最穷的后沟村，一户人家准备往山外搬迁，
在祖先坟前烧完纸，这家人一边把家当往
车上搬，一边流泪。就要离开生养之地时，
久郁胸中的悲伤突然迸发，全家人号啕大
哭起来。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农村领导干部，吃的粮是农民种
的，拿的工资也是靠农民交的税，只有跟群
众在一起，心里才最踏实。 （下转三版）

一座小镇，为什么有他们做不完的梦？
——太行山两位“超长待机”乡镇书记的对话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双瑞 翟濯 王烁

“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启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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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际宾 王治）4月 8日至 9
日，市长侯红带队赴北京走访考察科研机构、
高校院所、协会企业，对接交流深化合作和项
目建设等事宜。

侯红走访了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科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围绕数
字经济、智能制造、智能传感等领域深入沟通
对接；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等高校座谈交流，在校地合作、人才
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共识；考察了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北京字节跳动公司
等企业，就加快项目落地形成一致意见。

走访考察期间，侯红介绍了郑州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她说，郑州是正在加快建设的
国家中心城市，拥有区位交通、人力资源、产
业基础等比较优势，大交通、大开放、大产
业、大文化、大生态的城市之势加速形成。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郑州谋划确
定了“两化五强”远景目标和“一二三四五”
发展路径，坚持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中原科技
城建设为引领，以“黄河人才计划”为保障，
推进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
链“五链同构”，着力打造更高水平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诚邀各方宾朋投资郑州、植
根郑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郑州将为大家创新创业发展提供最好的服
务、创造最优的环境，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
出彩篇章。

走访考察中，各位专家学者、高校负责
人和企业家对郑州近年来的建设发展成效
表示赞许，大家一致认为新发展格局下郑州
区位交通、人力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更加
凸显，尤其是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让郑州机遇
空前、潜力无限。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更
多关注郑州、支持郑州，充分发挥创新、产
业、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融入郑州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高永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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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聆听老兵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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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红色家书重温初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