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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区中 加快“四个中原”建设、构建“一心两轴三区六片两园” 开启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新征程聚焦

把党史学习教育走深做实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陈玉强）党史学习教育弘扬

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4月 12日下午，中原区人大常委
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原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
党组高度重视，将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作为践行初心使命、汲
取奋进力量、永葆生机活力、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成
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办公室，制定实施方案，将“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目标要求贯彻始终，坚持干部引领学、
分类指导学、统筹推进学、营造氛围学，坚决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党课以《学党史，守初心，担使命，做新时代忠诚干净担当
的人大好干部》为题，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和重点，以及
发挥先进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等方面，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主
题鲜明、内涵丰富、形象生动的党课，引导大家进一步认清历
史事实、把握时代脉动、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启发人大机关党
员干部思想。号召党员牢固树立“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的信念，坚持学以致用、学史力行，在知
史爱党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履职尽责中进一步强化使
命担当，以更大力度监督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细落实，以更实
举措动员全区各级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投身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实践。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魏少杰）中
原区莲湖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共驻共
建、共治共享”，把“红色物业”服务融入城市
管理治理新模式，通过党建这根“红线”，把公
共单位、施工单位、物业公司、商铺、居民业主
串联起来，通过网格联建、环境联管、问题联
解、文体联谊、事务联商、服务联做“六联”工
作机制，着力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全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为基层治理效能。

“我们通过深化基层党建三三制管理模
式，将党组织与辖区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共
建共联，由莲湖街道党工委牵头，建立临时大
党委。”莲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侯慧芳介绍，莲
湖街道把辖区各党组织串联于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中，创新“六联”工作机制，以党支部、党
小组、党员为脉络，打造主体单位“200米卫生
责任圈”，延伸工作触角。同时，开展全方位、

无死角巡查，实行日排查、日销号、日汇报、日
通报制度。乘着创卫工作顺利推进的东风，
更好地改善城市形象，打造莲湖服务名片。

全面增强了辖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各党组织和党员带头亮身份、
比奉献、争标兵，全面营造“比学赶超、奋勇
争先”的良好干事氛围，以优良的党风促政
风带民风。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

“党员突击队”、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干
部主动认领责任、以党支部为单位分片包抓
网格，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创
卫工作的“冲锋员”“宣传员”“引导员”“监督
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持续深化对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带领
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小广告”专项治理、实施
绿化美化“大比武、大比赛”“小手拉大手”等
行动。还组建党员突击队，集中力量开展好
7个专项行动。

党建引领“六联”新机制
促进城市环境提升改善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程

巍）近日，中原区委统战部党支部、区工
商联党支部、中原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谊会 、归国留学和归侨代表人员联
合郑州市瑞阳养老院在郑州植物园开
展“听老党员讲述党史、传承家国孝文
化”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89岁老党员周发星动
情讲述，让现场聆听者仿佛亲历当年的
艰苦奋斗历程，无不感慨万千。此次活

动，中原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和瑞阳
养老院党员及中原区新阶层代表人士，
陪同来自瑞阳养老院的数十位老人游
览郑州植物园。赏花、赏水、赏盆景，
看喷泉氤氲着水汽，看鸟儿自由地飞
来飞去……老人们心情愉悦，不时地
拿出手机拍照。志愿者们为老人提供
无微不至的服务，老人感觉累了，志愿
者就搀扶老人稍事休息，陪老人唠唠
家常。

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志刚通讯员 樊凤娟）以目之所及干净、整
洁、有序，靓美为标准，开展立体化环境整治，彻底改善辖区面
貌，促进人居环境再提升。4月10日上午，利用周六时间，中原
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结合近期排查出的环境薄弱点，组织郑州
纱嫂环卫公司百余人开展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集中行动。

活动中，在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统一组织下，对清洁区域进
行详细分工和安排。各个小分队迅速奔赴各自作业点，开始
行动。环卫工们采取立体化作业，对中原西路及建设西路主
次干道、交通护栏、公交站台、果皮箱、小区周边背街支路等使
用机械化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清洗，清除灰尘；打造洁净
道路，对众业街、河清路、湖西路等一些毗邻施工工地的道路
进行积尘、石子、沙土全面清理。还对一些道路围挡后等容易
积存垃圾的地方增加人工巡回清扫频次，确保问题不会出现
反弹；整治重点区域，清除施工工地及拆迁废墟等区域的杂
草、混合垃圾、漂浮物，对拆除违建及废品收购站后遗留的废
物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市容整治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罗巧锋 丁丹利）“郑州是我
家，建设靠大家。”为了给市民营
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日前，中原区城肥管理队积
极组织“绿城啄木鸟”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绿城啄木鸟”志愿者前往伏牛路

至秦岭路段开展志愿者服务，以流动巡查的方
式发现城市环境问题。重点对现场施工中容易
出现疏漏的环境卫生问题进行检查，由于伏牛
路至秦岭路段街道两侧正进行改造，围挡内和

街道两侧生活垃圾及自
行车乱摆乱放现象时有
发生。在现场，志愿者

们采取拉网式排查，对道路两侧、绿化带及围挡
内的垃圾等物品进行清理。同时，整修道路两
侧防尘布，对裸露区域进行再次覆盖，还进一步
美化周边环境。

绿城啄木鸟志愿者在行动

绝地反击！中国女足拼下奥运入场券

“注意你的脚步！”“这球出手一定要快，别犹
豫！”……昨日，郑州奥体中心训练馆内，河南省羽
毛球队主教练杨佳傧一边围着训练场地巡视，一
边不时叫停正在进行的训练，第一时间指出队员
们出现的问题。

4月 17日，“中国建设银行杯”2021年全国羽
毛球冠军赛暨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资格
赛，将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河南省
羽毛球队也将参加本次资格赛男单、男双和男团
项目的角逐，实现全运会的“首秀”。对于这支组
建刚刚一年有余的年轻队伍而言，此番坐拥主场
优势在“家门口”作战，力争多抢决赛“门票”。

“这次资格赛我们共有 8名男队员参赛，罗滨
汉、王淦臣、宛晰源、冯文轩参加男单，罗舜铭/赵
洲翔、杨光大/赵基业参加男双，他们也将参加男
团的争夺。”杨佳傧向记者介绍说。

本次全运会羽毛球资格赛将于 4月 17日至 5
月 2日进行比赛，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
双打，男、女团体共 7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全国
28支代表队的 600名左右 15周岁以上的运动员
参赛，这其中包括了现役国家队队员、世青赛冠

军、亚青赛冠军、国家二队主力队员等“高手”。由
于目前还没有女队专业运动员，因此河南省羽毛
球队本次资格赛只参加男子项目的争夺。根据相
关竞赛规程规定，获得每个单项前 32名的运动员
以及团体4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三名的运动队，将拿
到全运会决赛“门票”。“我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与
高水平运动员和运动队相比，整体实力上还存在不
小的差距，所以这次资格赛我们目标就是力拼每一
个对手，打出平时的水平，不留遗憾，力争在男双和
男团项目上有所斩获。”谈及本次资格赛的目标，杨
佳傧客观的话语中流露着对胜利的渴望。

2019年 5月 16日，河南省体育局与碧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正式成立河南省羽
毛球专业队。这标志着中断了近 40年的河南省
羽毛球专业队，终于“重出江湖”，同时也给河南省
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一个“省队企业办”的全新模
式。曾培养出董炯、孙俊，将李宗伟带到世界第一
的羽毛球名帅李矛受聘担任河南省羽毛球队总教
练，担任主教练的杨佳傧此前担任过马来西亚羽毛
球国家队的教练，男单世界排名最高曾位列第 13
位。有了两位名教头的指导，可以说河南省羽毛球

队的年轻队员们一出道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去年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一整年就打了全国

锦标赛这一项赛事，剩余的时间都是在训练。前
段时间我们去天津进行了3周的封闭训练，与天津
队进行了交流，这对于我们年轻队员大赛前积累
经验非常重要。”杨佳傧如是说。

本次全运会羽毛球资格赛，年轻的河南省羽毛
球队身为东道主，主场优势或许会带来一定的压
力，不过对于这支队伍年轻的队员们来说，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他们早就把这份压力变成了动力。“我
们都是年轻队员，敢打敢拼正是我们的特点，在场上
去冲击每一个对手。我们是在主场作战，这对我们
来说就是动力的源泉。”男双运动员赵洲翔自信的话
语也道出了河南省羽毛球队全队上下共同的心声。

体能训练、技战术训练……随着大赛的临近，
河南省羽毛球队正在全面调整状态，全方位“升
级”。对此，杨佳傧满怀信心地说：“通过这段时间
的训练，我们的备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已经为即
将开始的比赛做好了准备。这次资格赛我们就是
要打出自我，不留遗憾，全力抢‘票’。”

本报记者 陈凯

全运会羽毛球项目资格赛开战在即

河南羽球健儿“家门口”全力“抢票”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球类运动管
理中心获悉，新一期中国男排当日起在漳州体育训练基
地正式开启集训。河南男排蒋正阳、李易泽两位小将入
选新一期国家男排集训队。

据了解，组建新一期中国男排集训队的目的是完成
2021年国家男排训练比赛任务，全面提高国家男排技战
术水平和运动员综合能力。球队主教练仍由浙江男排主
教练吴胜担任，共有 27名运动员入围，上海男排共有戴
卿尧、陈龙海等 6人入选，成为入选人数最多的地方队。
除了季道帅、江川、刘力宾等老将外，王鹤斌、杨天缘和张
冠华等新人也都在名单之列。在刚刚于漳州结束的第十
四届全运会男排成年组资格赛A组比赛中，河南男排发
挥出色，成为该组中第一支获得决赛“门票”的队伍。比
赛中，蒋正阳、李易泽两位小将表现抢眼，为河南男排顺
利出线立下战功。

1998年出生的蒋正阳身高 2.02米，司职副攻，有着
出色的弹跳和防守意识，过往两个赛季的全国男排超级
联赛中，这位小将均有出色表现，已经成为河南男排的绝
对主力。去年，他就曾入选过中国男排集训队。

1997年出生的李易泽身高 1.91米，司职主攻，有着
出色的弹跳和进攻意识，过往两个赛季的全国男排超级
联赛中，这位小将多次在比赛中上演一锤定音的好戏，是
河南男排的绝对主力。去年，他也曾入选了中国男排集
训队。

中国男排漳州集训
河南两将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4月13日，第十四
届全运会武术散打模拟赛在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登封校区）举行，来自东道主河南以及重庆、
成都等地的百余名选手参加本次模拟比赛。

从赛程设置到打分体系，就连参赛队员
的着装要求都与全运会的比赛一致，省武管
中心举办此次模拟赛的目的，就是让队员们

能提前适应大赛的氛围，将平时训练的收获
通过本次模拟赛进行展现。目前正在塔沟
训练基地进行备战的河南队均参加本次模
拟比赛，力争在大赛前找到感觉。

据了解，本次模拟赛之后，全运会武术
散打预赛将在漯河举办，届时参加比赛的河
南选手将全部亮相，争取决赛的最后门票。

全运会武术散打模拟赛登封开打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北京大学出
版社引进出版了法国导演、作家奥利维耶·
科特创作的《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书中
甄选了500幅高清晰度全彩图片，全景描绘
世界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

《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以大洲、国别分
类，涵盖并介绍了100年来世界各地的动画
发展历史；除了对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日本
动画做了详尽介绍外，对大家不太熟悉的欧
洲及其他大洲的动画也做了充分的展示。书
中收入了500多幅高清晰彩色大图，很多图

片都前所未见，具有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
书中，有你年少时的快乐记忆，有你到

100岁也百看不厌、永不过时的经典，有无
穷无尽的梦幻世界与想象力……从《菲力
猫》到《小羊肖恩》，从《龙猫》到《国王与小
鸟》，《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向我们讲述了
世界动画电影源起至今的光辉历程，带大家
了解世界动画电影行业无数创作者的传奇
故事。穿越五大洲近百年的创作历史，与各
个时代的漫画家和卡通大师相识；漫步岁月
长廊，领略伟大电影公司的幕后故事。

《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出版

新华社江苏苏州4月13日电（记者 王恒志 肖
世尧 岳冉冉）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
第二回合较量 13日在苏州结束，中国女足在半场落
后两球的情况下绝地反击，加时赛王霜禁区外远射
破门，中国队总比分 4∶3淘汰韩国队，拿下东京奥运
会参赛资格。

双方首回合较量，中国女足客场 2∶1获胜，掌握
出线主动权。回到苏州主场，中国队却在开场后陷入
被动，甚至一度陷入绝境。在全场1万多名球迷持续
不断的助威声中，中国女足最终重新掌握住了自己的
命运。

这场比赛韩国队通过积极拼抢给中国队造成很
大压力，上半场中国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第
30分钟，首回合未能登场的韩国“海归”球员赵昭贤
送出关键助攻，这位在英超热刺效力的老将禁区内连
过两人传中，姜綵林打破场上僵局，韩国队 1∶0 领
先。此时总比分改写为 2∶2，凭借客场进球优势，中
国队仍然掌握出线主动。此后中国队一度在进攻端
有所起色，但第 45分钟球队再遭重创。韩国队利用

角球机会再入一球，半场结束 2∶0领先，
总比分3∶2反超。

下半场，背水一战的变成了中国队，主教
练贾秀全换上高中锋杨曼作为锋线支点，但整
体场面上改观并不明显，韩国队一度又获得了一
些破门机会。第 69 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
球，王霜主罚的皮球落点极佳，杨曼微微蹭到，球
的线路没有改变，落地后反弹入网。凭借这个进球，
中国队在90分钟内追成1∶2。双方总比分打成3∶3，
重回同一起跑线。

根据赛制，加时赛进球仍算入主客场进球，这意
味着中国队已不容失球。加时赛第 13 分钟，王霜
再度展现了出众的个人能力，她在禁区外拿球一
脚远射破门，帮助中国队再度掌握主动。在频频
化解韩国队的终极反扑之后，中国女足最终以两
回合 4∶3的比分险胜对手，拿下东京奥运会女
足亚洲区的最后一张入场券。

右图：王霜（后）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原西路街
道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群众身边“急难
愁盼”问题，找准五个“结合点”，不断发力，
破解难题，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暖人心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城中村改
造遗留问题一直是困扰街道的“老大难”问
题。街道党工委书记带头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与分包科级干部和村
（社区）负责人全力以赴啃下硬骨头。洛达
庙安置房二期建设中，有一户村民未签订
拆迁协议，违建未拆除，分包村领导多次带
头走访了解情况，商讨解决方案。针对家
庭困难、无生活来源的问题，积极协调落实
工作、帮忙寻找居住地，最终户主同意腾空
旧房。罗庄村同样存在一户未签协议未拆
迁的遗留问题。街道和村两委干部不厌其
烦地与户主沟通、协调，设身处地为其想办
法解难题，帮助协调合适房源，解决住房困
难问题。户主被他们的真诚打动，最终同

意接受经济补偿，并达成了签订拆迁协议
的意向。同时，针对群众关心的电动车充
电桩安装、公共照明更换、小区绿化等问
题，街道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单位和完
成时限，以最快的速度掀起解决民生实事
的热潮。

强信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根，根深才能
叶茂。中原西路街道位于中心城区与中央
文化区间的新老城区经济发展隆起带上，
二砂老厂区、中原万达商圈是区域地标，营
商环境的改善十分重要。该街道在认真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引导党员干部当好

“店小二”，联合多个部门，建立常态化服务
企业工作机制，入园企业手续专人帮办代
办，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努力把二砂文化
创意产业园打造为城市经济发展支撑点。
此外，街道科级干部带头走访，第一季度共
走访企业50余次，收集各类问题建议20余
条，对企业提供“点穴”式精准服务。在不
懈努力下，万科山河道楼盘已基本售完；中
原区政务服务大厅建设高速推进。

铸决心推进道路整治提升

一路通，百业兴。中原西路街道聚焦
群众关切的道路整治提升，坚持党建引领，
成立道路整治提升和断头路打通专班，采
用日汇报、周例会、周台账的形式保障清表
进度；对照“一环十横十纵”重点道路综合
改造任务，倒排工期，重点实施中原路、华
山路、伊河路道路综合改造工程；紧盯“断
头路”打通工程，按照工作计划，快速实施
二砂中路、能源路以及洛达路附属物拆迁
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开工。截至目前，已拆
除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下一步，街道
将继续坚持挂图作战，打开荒弃多年的“断
头路”，打通居民的幸福路。

持恒心促进城市管理提升

为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境，中原
西路街道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点面
结合，注重长效”的工作原则，细化工作标
准，全面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为
鼓励党员参与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工作，街
道组织召开“爱卫同行 党员先行”活动动

员部署会、发放倡议书，将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提升卫生城市管理的不竭动力。
在行动中，辖区党员与下沉区直机关、驻区
单位党员一道深入楼院清理卫生死角、规
范非机动车停放等。截至目前，已动员党
员 455名，发动群众 446人，累计开展志愿
服务60余次。

稳民心构筑全民免疫屏障

学党史，学的是共产党自始至终坚持
人民立场的初心与使命。在国家关于加快
全民新冠疫苗接种的号召下，中原西路街
道党员志愿者主动作为，“线上”“线下”双
管齐下开展疫苗接种宣传。“线下”，张贴宣
传海报和预约二维码，发放宣传页，在小区
入口人工预约点值守，上门入户宣传；在

“线上”则通过微信业主群、电话、短信的方
式予以通知，实现疫苗接种宣传“零死
角”。目前已实现 3088人平稳有序接种新
冠疫苗。下一步，街道将对尚未接种的居
民，做好全面排查摸底，持续推进疫苗接种
普及和宣传，为下一轮接种工作提前做好
准备。 本报记者 孙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