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侯爱
敏）记者昨日从省发改委
获悉，《郑焦一体化发展规
划（2020—2035年）》正式
印发，《规划》明确了未来
15 年郑焦一体化发展总
体布局，绘就了郑焦发展
的新蓝图。《规划》包括郑
州市、焦作市全域，国土面
积 11517 平方公里，2019
年末总人口 1413万人，地
区生产总值 14350 亿元，
其中郑州市域、焦作中心
城区、武陟县、温县为一体
化重点发展区域。

一河通五轴 一带联两心 两山协两拳

郑焦一体化 绘就新蓝图
到 2025年，郑焦一体化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郑焦现代化经济
体系基本建立。区域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区域生产总值突破 2万
亿元，郑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74%，郑焦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持续缩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基本实现一体化。郑焦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程度显著提升，教育医
疗、健康养老、社会保障、金融服
务等实现共建共享，15分钟生活
圈覆盖率达到 90%。《规划》同时
提出了郑焦一体化发展的远期目
标：到 2035 年，郑焦一体化发展
达到较高水平，郑焦现代化经济
体系全面建成。

《规划》提出，构建“一河通五
轴、一带联两心、两山协两拳”的
郑焦一体化发展总体布局。其中

“一河”，即黄河；“五轴”，即郑焦
城际铁路轴线、郑云高速轴线、国
道 234轴线、焦唐高速轴线、省道
237（国道 207）轴线；“一带”，即

郑焦产业带，重点建设郑焦科创
走廊、郑焦智造走廊、郑焦晋智慧
物流走廊；“两心”，即以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为主中心、焦作区域性
中心城市为次中心；“两山”，即云
台山、嵩山；“两拳”，即太极拳、少
林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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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开行多趟旅游专列，助力河南经济发展（资料图片）

乘火车游遍“老家河南”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

员 王玮）记者昨日从“老家河
南·豫见美好——中国铁路旅
游主题推介会”上获悉，我省
将对开行至河南境内的旅游
专列实施奖励政策及景区门
票优惠。

河南是华夏文明发源地，名
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丰厚。近
年来，随着“米”字形高铁网逐渐

落成，铁路为河南省实施“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
交通支撑，郑州局集团公司先后
开行“宝丰酒号”“天鹅号”“大象
号”“古都夜八点号”“洛阳牡丹
号”等旅游专列，取得良好反响。

在本次铁路旅游推介会上，
郑州局集团公司对河南省旅游
资源进行宣传推介，中国旅行社
协会铁道旅游分会代表全路 18

个局集团公司与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依据协议，河南将对开行至
河南境内的旅游专列实施奖励政
策及景区门票优惠；加大旅游专
列市场培育力度，把旅游专列纳
入河南省旅游宣传计划；进一步
畅通各类交通方式
衔接，服务旅游专列
游客“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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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开 展 校 车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获悉，为进一步加
强校车安全管理，我市下发通知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校车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

通知提出，县（市）区教育局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校车安全管理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有校车的学校、幼儿
园是校车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各学校、幼
儿园要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定期组织校车安全教育。同时，各学校、幼儿园要开展一次
新学期交通安全课，组织一次事故逃生和应急处置演练，提升教
师、学生及家长、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安全守法意识、自救
自护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各学校以及幼儿园要组织校车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既要排查校车内部管理存在的安全隐患，还要
排查道路运行和运行线路上存在的道路设施安全隐患，同时，还
要把学校、幼儿园名下的面包车、客车等非校车列入排查，摸清
底数、用途和运行路线。隐患排查要举一反三，边排查边整治，
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及时安排整改，对一时不能整改的要采取防
范措施并制定整治措施。

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校车
安全运行联合执法行动，集中力量加强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在
上学、放学期间途经路线的管控。要在学校（幼儿园），特别是农
村地区、私立学校周边、校车行驶途中的必经路段、上学放学的
重点时段加强巡逻，增设临时执勤点，重点查处存在安全隐患的
校车以及校车超速、超员、非法改装、不按审核路线行驶等违法
行为，严厉打击使用非法改装车、面包车等“黑校车”接送学生的
违法行为。

周五周六两场
招聘会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赵阿娟）记者昨日获悉，
本周五周六有两场招聘会举行，有需要的你，不妨关注一下。

本周五（4月 16日），在郑州人力资源市场将举行“民营企
业招聘月”活动的第二场专场招聘会，届时，将有 200多家知名
民营企业为求职者提供1.3万余个工作岗位。

据悉，本次招聘会主要以省内知名民营企业和各类求职者为
服务对象，共计将有200家用人单位参加，涵盖建筑、房产、食品、
汽车、机械制造、生物医药、IT、教育、传媒、物流、餐饮、化工、贸易
等多个行业。预计提供优质岗位1.3万余个，涉及管理、行政、人
力资源、财务、市场营销、软件开发、技术员、土木工程、农业技术、
教育培训等。截至目前，已有三一重工、山屹机械、新飞利置业、
步步高、中建七局、汤臣倍健等100多家知名企业报名参会。

另据了解，郑州市人社局下属单位郑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将于本周六（4月 17日）在郑州市人才市场举办“2021招才引
智招聘活动暨食品、生物、电子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活动主要服务于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和有招聘需求
的各类用人单位。截至目前，已有乐智宝食品、达泓食品、济生康
生物、侯氏仙草生物等36家企业参会，涵盖食品、生物科技、电子
机电、餐饮管理、教育培训等行业，预计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
日从省发改委获悉，该委日前下发
《关于下达河南省 2021 年第一批
铁路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明确
我 省 今 年 首 批 铁 路 项 目 投 资 计
划。本次投资计划共安排 8 个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108.9亿元。

8个铁路项目包括商合杭铁路
（河南段）、太原至焦作铁路（河南
段）、郑州至阜阳铁路（河南段）、郑州

至万州铁路（河南段）、机场至郑州南
站城际铁路、郑州至济南铁路（郑州
至濮阳段）、郑州至济南铁路（濮阳至
济南段）、菏泽至兰考铁路项目。

8个项目计划投资108.9亿元。
其中，铁路方出资4.78亿元，我省出
资 17.73 亿元，银行贷款 86.39 亿
元。我省出资部分中，河南铁投公司
出资 4.36 亿元，沿线市县 13.37 亿
元。8个项目计划投资108.9亿元。

其中，铁路方出资4.78亿元，我省出
资17.73亿元，银行贷款86.39亿元。
我省出资部分中，河南铁投公司出资
4.36亿元，沿线市县13.37亿元。

《通知》明确，相关部门要抓紧
按计划落实资金，并按工程进度需
要及时拨付到位，确保项目建设需
求。项目单位要加强建设资金使
用管理，确保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严禁挤占、挪用。

108.9亿元！
我省下达今年首批铁路项目投资计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六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4月 13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六批18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荥阳市 3个、管城回族区 3个、郑东新区 2个、登封市

2个、新密市 2个、新郑市 2个、航空港区 1个、金水区 1个、中牟
县 1个、中原区 1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郑州市协调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已按程序交相关区县（市）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进驻期间为 2021年 4月 7日~5月 7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371-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
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方处理。

全国乡村振兴（扶贫）
系统开展先进评选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

省扶贫办共同发布《关于评选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就扎实做好我省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评选工作做出安排。

《通知》提出，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分配到我
省名额8个，先进个人分配到我省名额14名。

《通知》明确，先进集体推荐评选范围为省、市、县扶贫部
门，及其内设机构、所属机构和业务主管社团组织等。先进个
人推荐评选范围是在上述部门和单位工作满 5年的干部职工，
以及乡镇扶贫专干。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去世的人员可
以追授。

《通知》要求，推荐评选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自下
而上、层层选拔、好中选优。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扶贫部门共同成立市级评选机构，根据所分配表
彰名额，统筹安排、严格把关，等额提出推荐对象。严格执行“两
审三公示”程序，即实行初审、复审两次审核和所在单位公示、推
荐单位公示、省级公示三级公示。

此次评选表彰的先进集体将授予“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
统先进集体”称号，颁发奖牌、证书；先进个人将授予“全国乡村
振兴（扶贫）系统先进个人”称号，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
遇，颁发奖章、证书，按财务规定发放一次性奖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
琴）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在该局日前召开的全省规范平
台企业竞争秩序行政指导会上，阿
里巴巴、京东、美团、字节跳动等驻
豫 19家电商平台企业负责人签订
《平台经济企业反垄断合规承诺
书》，承诺依法合规经营，共同维护
市场秩序。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在应

对疫情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为畅通国
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平台经营
企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
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大数据杀
熟”、平台“二选一”、平台经济领域

“强者愈强”等问题。
会议提出，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将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持续加大平台经济领域反垄
断执法监管力度，围绕“规范管理、
执法有力、效能提升、社会共治”的
目标，在“抓规范、抓执法、抓效能、
抓共治”上下功夫，坚持协同监管、
综合施策，努力构建政府监管、企
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网络市场多元
共治格局，共同维护平台经济公平
竞争秩序。

丰庆路东风路天明路
部分路段停水72小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记者昨日获悉，为配合郑州

市轨道交通 8号线一期工程丰庆路站供水管网临迁工程，郑州
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对丰庆路（博颂路—东风路）道路两
侧、东风路（天明路—园田路）道路两侧、天明路（东风路—群办
路）道路两侧实施停水。

据了解，停水时间为 4月 14日 23：00至 4月 17日 23：00，
共计停水 72小时。伴随此次计划停水，北三环以南，农业路以
北，京广路以东，信息学院路以西区域局部降压。

金阳光小区、天伦锦城、紫檀华都一二期、农大家属院、五
洲大酒店、五洲大酒店俱乐部、星河家园、化纤厂家属院、农业
银行东风路支行、中医院家属院、同乐花园、合众公寓、河南省
中医院、河南泛亚饲料研究所、瀚海海尚、金水区直属机关事
务局、天旺优库、高教小区、森林半岛小区、青年居易小区、丰
庆华府小区、文化绿城小区、文化绿城小学、丰庆路中石化加
油站等位于停水区域和降压区域内的社区和单位应提前做好
储水准备。

驻豫19家电商平台就企业反垄断做出承诺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成燕）昨日，一个振
奋人心的好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国考古界最
高奖项——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正式揭晓，河南入围终评的巩义双槐树遗
址、淮阳时庄遗址、伊川徐阳墓地三个项目
全部上榜。至此，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项目达 49项，继续领跑全国。郑州
已有 15个项目获此殊荣，成为全国入选考
古十大新发现项目最多的城市。

4月 12日至 13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

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全国 20个考古
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经汇报演示、评议和无
记名投票后，最终选出 2020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作为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
期巨型聚落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
止在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
规格最高、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双槐
树遗址不仅被誉为“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

明之魂”，还被专家称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
胚胎”，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

该遗址获此殊荣，是继其入选“2020年
度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和“2020年中国考
古六大新发现”之后再次获得重量级荣誉。

淮阳时庄遗址发掘出土了28座夏代早
期“粮仓”遗迹。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年
代最早的粮仓城邑，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
家的粮食管理等具有重要价值。

伊川徐阳墓地是 2600 多年前从中国

西北迁往洛阳伊川的陆浑戎墓葬群，也是
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存，进一
步印证了 2600多年前陆浑戎迁徙、融合的
历史。

一同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还有：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
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
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
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血渭
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巩义双槐树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郑州成为入选项目最多城市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7号）精神，为便于各地、各单

位及早合理安排工作，现将2021年劳动节放假日期安排

通知如下：

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调休，共 5 天。4 月 25 日（星期

日）、5月8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各单位要妥善安排值班和安全、

保卫等工作，遇有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

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4月12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2021年劳动节放假安排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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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微信 9938条，视频 10914条，报刊
350条，其他1350条，海外12466条。

是什么催生了“黄河文化月”现象？
4月 1日下午，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新闻

发布会在河南郑州举行。发布会创新形式，只
设置发布台，不设主席台，主持人、发布人都穿
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式服装亮相，北
京、上海、香港、成都等地知名媒体记者视频连
线参加，B站、快手、抖音、微博等网络大V齐聚
线上热情“围观”，“唐宫小姐姐”穿越到发布会
现场代网友提问……这场有“文”有“化”的新闻
发布会，各个环节都打破了以往新闻发布会的
常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引起强烈反响。
仅仅在召开30个小时后，发布会的累计阅读量
便突破了 1.6亿，让大家对即将举办的中国（郑
州）黄河文化月充满期待。

如果说发布会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那
么用不同凡响、一鸣惊人来形容开幕式丝毫不
为过。

这场由今年火爆“出圈”的河南春晚总导演
陈雷策划操刀的开幕式，堪称异彩纷呈、亮点多
多，不仅以各种新颖的形式向观众推介黄河文化
月各项活动，还用“传统文化+现代科技”的艺术
表现手法，呈现出不同凡响、令人惊艳的艺术效
果，带给现场和大小屏幕前的观众一场精彩纷呈
的沉浸式演艺体验。

“河之魂”“艺之萃”“地之灵”“城之魅”“人
之杰”五个版块，每一个版块都藏着让人意想
不到的亮点：在利用全息影像技术打造出的如
梦如幻的舞台上，国家博物馆讲解员河森堡与
青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舞蹈纹彩陶盆上演
了一场诙谐有趣的对话；虚拟“唐宫小姐姐”打
开奇妙的旅游线路盲盒，男演员跟随盲盒开始
多维度空间奇幻跑酷之旅，在全息、裸眼 3D技
术加持下，郑汴洛三座城的奇妙景观得以完美
展现……

许多观众在观看完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
开幕式后意犹未尽，不少网友表示“震撼！惊
艳！我要去二刷！”而更多的网友看过黄河文化
月各项活动推介后，对活动更感兴趣、更抱期
待，纷纷表示要参与到活动中去，探珍宝、赏艺
术、忆始祖，感受多彩黄河文明，“发布会、开幕
式都如此与众不同，相信黄河文化月也一定非
常出新出彩！”

黄河文化月的火爆，也离不开全媒体宣
传。开幕式之前，由省市媒体矩阵创建的话题
#黄河文化月#列微博全国热搜要闻榜第四，在
一分钟一更新的排行榜上持续霸屏，热度不
减。话题#河南春晚总导演的 flag#列热搜同城
第一名，#任鲁豫喊话河南春晚总导演一起跳舞#列热搜同城第
四名。

据不完全统计，黄河文化月相关话题在新浪微博、今日
头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超过 100 个，数十个话题
阅读量超千万。其中，微博话题#豫见黄河文化月#1858.4 万
阅读；#黄河对中华儿女的告白#2580.8 万阅读；#最新黄河形
象概念片#2501.4 万阅读。开幕式直播当晚，话题#豫见黄河
文化月#登陆新浪微博全国热搜第三位，话题#黄河文化月#
登陆新浪微博要闻榜第四位；另有#黄河文化月开幕式#等多
个话题登陆新浪微博同城榜。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幕式的网络热度、
讨论量还在持续走高，不少网友自发“安利”其中的精彩片断。
文化盛会大幕已启，你、我、他，我们一起来@（爱）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