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印尼海军潜艇失事沉没

习近平向佐科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 27日就印尼海军近日一艘潜艇沉没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印尼海军一艘潜艇失事沉没，众多官兵不幸罹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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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郑州）黄河
合唱周精彩落幕

黄河合唱周音乐嘉年华
超18万人次观看直播

就伊拉克发生医院火灾事故

习近平向巴尔哈姆致慰问电

新华社南宁4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解放思想、深化
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
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
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
担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
广西。

4月 25日至 27日，习近平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和自治区政府主席

蓝天立陪同下，先后来到桂林、柳州、南宁
等地，深入革命纪念馆、农村、企业、民族博
物馆等，就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等进行调研。

25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桂林市全
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
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
瞻仰“红军魂”雕塑，参观纪念馆。1934年
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
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
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这一战
成为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
件。习近平表示，我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
就来到这里，目的是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之际，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志。革
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
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
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
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
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抱定必
胜信念，勇于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
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奋勇前进。

随后，习近平来到才湾镇毛竹山村。
该村近年来积极发展葡萄种植业，有力促
进了农民增收。习近平走进葡萄种植园，
察看葡萄长势。农技人员正在指导村民为

葡萄绑蔓、定梢，看到总书记来了，乡亲们
纷纷围拢过来。习近平详细询问葡萄产
量、品质、销路、价格等情况。他强调，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
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
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

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并到村民
王德利家中看望，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
家常。王德利告诉总书记，他们家种了 12
亩葡萄，农闲时外出务工，去年家庭收入超
过 14万元。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他指
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
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好日子都
是奋斗出来的。希望你们依靠勤劳智慧把
日子过得更有甜头、更有奔头。要注重学
习科学技术，用知识托起乡村振兴。离开
村子时，乡亲们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
向大家挥手致意。他深情地说，让人民生
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
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
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近年来，桂林市大力推进漓江“治乱、
治水、治山、治本”，改善了漓江生态环境。
25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桂林市阳朔县漓江
杨堤码头，（下转三版）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4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拉克医院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伊拉克总统
巴尔哈姆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议，副主任
张春阳、蔡红、王福松、宋书杰、蒿铁群参加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48名，出席会议
43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
订草案）》的说明、郑州市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河南省畜牧业条例》情况的
报告。 （下转二版）

走进大别山学党史
系列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昨日，“2021 大别山再出
发”走进大别山学党史主题活动在河南新县启动。新华社党组成
员、秘书长宫喜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等领导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100多位网络大咖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负责
人吴世儒、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田青刚现场授课，讲解
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河南大学教师钟倩、河南省话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于同云、新县列宁小学学生等，通过朗诵、情景表演等，再
现80多年前红军妇女排、大别山的“江姐”晏春山、红二十五军“军
魂”吴焕先等英雄故事。哔哩哔哩网站“沙盘上的战争”主创人员
黄瀚现场分享了在网上传播革命战争史的心路历程。

据了解，“2021大别山再出发”走进大别山学党史系列主题活
动由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阳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包括“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大型采风、“追寻
红色印记”红色主题游、美丽乡村“好路子”骑行等多项活动，旨在
吸引人们走进大别山，瞻仰红色遗迹、踏访青山绿水、体验美好生
活，推动“大别山精神”深入人心，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省政协
主席刘伟到巩义市调研，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传承革命精神、激发奋斗动力，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在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刘伟走进车间，察看高性能铝板生产线，
详细询问生产工艺、产品特点和销售情
况，鼓励企业坚持新发展理念，提升经营
管理水平，加大节能降耗力度，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不断研发附加值更高、效益更
好的产品，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在新中镇峡峪村和十一科技光伏项目现
场，刘伟深入了解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村容村貌等情况，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论述，牢记嘱托、扛稳责任，统筹谋
划、扎实推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夯实基础提
高服务水平等方面作表率，当好乡村振
兴的排头兵。刘伟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慈云寺调研，指出要保护好、利用好
丰富的文物资源，宣传河洛文化，讲好黄
河故事，发挥文物在传承历史文化、维系
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刘伟到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观
看实物，听取讲解，回顾抗战岁月，学习
党的光辉历史。他指出，要认真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安排部署，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办好为
民实事，夯实组织基础，确保思想上受
洗礼、行动上见实效，为实现“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共识、贡献力量。

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一同调研。
郑州市领导张延明、黄卿、李喜安陪同
调研。

郑州庆祝“五一”
国 际 劳 动 节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上午，2021年郑州市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百万职工庆百年华诞”主题活动
举行，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寇武江，市领导周富强、孙黎、刘睿等出席活动。

活动表彰了全市“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劳动奖
状”“郑州最美职工”和“郑州大工匠”获得者，同时启
动百万职工庆百年华诞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动员和
鼓舞全市人民，凝聚奋进力量，展现全新姿态，为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
设再立新功。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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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韬 王
战龙）郑州 26日举行的系列人才政策
实施暨人才工作“一件事”上线新闻发
布会，受到央媒和省市媒体高度关注，
纷纷以文字、视频、海报等多种形式讲
述招才引智“郑州好故事”，通过报纸、
电视、网络、客户端、抖音、微博等媒体
平台多维度多角度传播求贤纳才“郑
州好声音”。

昨日，《人民日报》刊发《郑州向全
球招才引智》报道，向全球英才推介郑
州“一城为平台，一策为统揽，一事为

抓手”的系列人才政策。发布会当天，
《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刊发长篇
文章，从“一城一策一事”三个维度对
郑州人才新政进行详细解读；央视《24
小时》栏目播出“打通引进人才服务体
系，优化办事流程”消息，聚焦郑州人
才工作“一件事”，展示郑州在招才引
智方面的力度和温度。

27日，《经济日报》客户端以“郑州
举行‘一件事’上线新闻发布会”为题，
多层面讲述郑州延揽人才的目标和举
措，以及构建产业、人才、创新、金融、

服务‘五链融合’创新生态体系，着力
打造中部地区重要的创新基地和人才
高地的“郑州故事”。

《河南日报》头版以“@全球英才
‘郑’等你来”为题，报道郑州向全球英
才发出邀请，来“山河祖国，万古新城”
创新创业。

新华网、光明网等全国各大媒体
纷纷为郑州人才新政打 CALL，百度、
凤凰、澎湃、正观等设专题对《人民日
报》创意“四连版”介绍郑州人才新政
进行专题推送。 （下转四版）

郑州人才新政引起高度关注
媒体纷纷报道网友齐声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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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人才工作“一件事”26 日在“郑好办”
APP和 PC 端郑州政务服务网同时上
线。昨日，记者从市大数据管理局了解
到，截至27日18时，人才工作“一件事”
专区点击量接近6000次，其中“青年人
才首次购房补贴”“青年人才生活补贴”

“本省户籍人才落户”访问量较高。
“依托城市大脑和政务服务改革，

‘郑好办’APP及郑州政务服务网梳理
上线了 20个人才工作‘一件事’，涵盖
人才补贴、认定、奖励、服务等事项。

截至目前，办件量相对较多的是‘青年
人才首次购房补贴’。”据市大数据管
理局“一件事”工作攻坚组工作人员介
绍，“为保障人才工作‘一件事’更好地
服务广大人才，我们成立了技术保障
团队，与相关业务局委联动，通过‘线
上+线下’融合互联为各类人才提供便
捷高效、舒心顺心的‘全链条’服务。”

据悉，本次梳理上线的 20个事项
中，“郑好办”APP通过人脸识别核验
身份信息，为青年人才提供一键申领
生活补贴、购房补贴服务，为已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通过最便捷的方式提供医
疗、教育、车驾管等服务；PC端的政务
服务网一件事专区，提供青年人才落
户、生活补贴、购房补贴服务，高层次
人才认定、医疗、教育、车驾管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人才工作
“一件事”专区二期建设正在筹备中，
随着对更多事项的梳理，越来越多事
项将通过“一网通办”实现“不见面服
务”“一次不用跑”或者“最多跑一次”，
让每一位来郑人才都能够感受到一网
通办的便捷通畅、政务服务的温度。

人才工作“一件事”上线首日受热捧
专区二期项目正在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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