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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五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5月 2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五批49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新郑市 11个，中原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惠济区各 5
个，二七区、新密市、登封市各 4个，巩义市 2个，高新区、经开区、
上街区、市生态环境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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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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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魂长存 铸就不朽精神丰碑

市委党校春季主体班
学员聆听专题党课

（上接一版）充分发挥统战法宝作用，为建立千秋伟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历程。

杨福平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至上，用好统
战法宝，紧紧围绕我市“两化五强”奋斗目标，画好最大同心圆，凝
心聚力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为中原更加出彩、中部
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外贸发展韧性强劲
逆势突围高速增长

（上接一版）出口退税资金池融资业务仅是我市进一步缓解企
业资金压力的一种措施，面对外贸发展新形势，我市围绕“六稳”

“六保”中心任务，多措并举，帮助外贸企业提振信心、开拓市场、攻
坚克难，力促全市外贸更高质量发展。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疫情影响，去年以来，我市迅速
出台关于复工复产、稳定外贸发展的系列政策，以“三送一强”活动为
抓手，落实“服务官”制度，加强对全市外贸“白名单”企业跟踪服务，
坚持“一企一策”，通过“服务官”与企业结对子，抓好政策宣传，建立
外贸重点企业服务台账，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在订单执行、用工保障、
物流通关、流动性资金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全面稳住外贸基本盘。

与此同时，我市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制定出台“外贸贷”、
出口退税资金池等政策。前期已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中国银行、
浙商银行、建设银行为“外贸贷”业务的承办银行；中国银行、工商
银行、浙商银行为出口退税资金池业务的承办银行。目前承办银
行已推出专门的融资产品，设置申请端口，开启绿色审批通道，企
业可通过融资平台注册登记，并向承办银行提交贷款申请，由承办
银行按程序完成相关业务流程。

此外，市商务局还通过网络课堂、微信客户端等形式，组织企
业参加线上培训课堂，内容涵盖网络推广、国际物流、出口信保、外
汇结算等，鼓励企业创新思路，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等战略优
势，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充分利用广交会、进博会、东盟博览会等
平台，积极组织企业参加，为我市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抢抓国际订
单，打下良好基础。

外贸发展韧性强潜力足
外贸进出口顺利实现“开门红”，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强劲推

动。业内人士认为，面对外贸进出口的新形势，我市外贸逆势突围
高速增长，体现了外贸发展韧性强潜力足。

市商务局外贸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我市不断完善支
持出口基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国家级和省级出口基地建设，支
持基地内企业创新发展，扩大出口规模。加大培育外综服企业力
度，推动外综服企业与外贸产业基地对接合作，扩大外贸规模。持
续做好我市二手车出口工作，加快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培育外贸
新的增长点。

下一步，该局还将在新业态、新市场、新方式方面下功夫，助力
外贸逆势突围。

（上接一版）松柏掩映下，高27米的革
命烈士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烈士陵园广场
中央。周恩来总理题写的“革命先烈永垂
不朽”几个大字，遒劲有力地刻在碑面上。
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的时候，来自社会
各界的人们总会手捧鲜花前来凭吊，每到
那时，鲜花总会摆满纪念碑的底座。

绕过纪念碑，是一面长 36 米的影壁
墙，影壁墙上以浮雕的形式，用六个篇章再
现了发生在河南的那段血雨腥风、英雄浴
血寻梦的历史：五四爱国运动、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河南农民暴动、中原抗战、挺进
中原、郑州战役。“黄河怒吼、嵩岳亮剑，同
仇敌忾、卫我中华……”影壁墙的背面，浮
雕铭志读来依旧令人热血沸腾。

目光转向南侧，静静罗列着几排墓
碑，前三排，安葬着 88位解放郑州战役中
牺牲的烈士，其中有 55 位是无名烈士。
然而，虽则是无名烈士，却书写着共同的
名字——英雄。

“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看到参加过
解放郑州战役的老战士们来到这里，他们
穿着那个时候的老军装，胸前戴着有些表
面已经斑驳了的徽章，就面对着这些牺牲
了的战友的墓碑，立正站立，敬上军礼，久
久动也不动……”在郑州烈士陵园工作了
近30年的郑慧莉，每次见到这些步履蹒跚
的老者，都忍不住拭去眼角涌现的泪水。

“烈士陵园已经成为百姓缅怀英雄、致
敬历史的一个地标了。”让烈士陵园党支部
副书记杨红梅感动不已的，是去年的一段
经历，“2020年清明节，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闭园了，没有想到，几乎每天陵园门口
都摆放着鲜花，还有市民通过网上订了花
束，还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在陵园门口
三鞠躬之后离开……这一切，就想表达他
们对英雄的缅怀之情。”

不曾忘 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
一部民族史，一部英雄史。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在郑州烈士陵园内，安葬有吉鸿昌烈

士。吉鸿昌将军纪念广场东西两侧，建有
吉鸿昌、彭雪枫、杨靖宇和吴焕先的纪念碑
亭。环绕纪念碑亭缓缓走过，厚实的汉白
玉碑体上，书写着人们对他们的凭吊之语：

鸿昌亭内的碑体上，正面是胡耀邦题
词：“吉鸿昌烈士纪念碑”；左侧是薄一波题
词：“慷慨赴死 从容就义；右侧则是聂荣臻
的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雪枫亭的正面，是李先念的题词：“学
习彭雪枫同志的革命精神，为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左侧是张震题
词：“向共产党员好榜样彭雪枫同志学习，
为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而奋
斗”；右侧是张爱萍题词：“功垂祖国 泽被
长淮 患难与共 千古远爱”；

靖宇亭，正面是朱德题词：“人民英雄
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左侧谢觉哉题词：

“丹心贯日”；右侧郭沫若题词：“头颅可断

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
古，於今赤旆满山河”；

焕先亭，正面是邓小平题词：“吴焕先
烈士纪念碑”；右侧徐向前题词：“赤胆忠
心 英勇善战”……

“在我们小学课本里，我无数次读到过
吉鸿昌写过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也无数次被杨靖宇的故事感动过，但是当
我真正来到郑州烈士陵园，站在这些革命
先烈的碑亭之前，那种震撼还是如触电一
般击中了我。”樊爱博，来自安徽蚌埠的

“90后”，如今是郑州烈士陵园的一名讲解
员，在他看来，一次次向市民讲解英烈的故
事，就是一次次的精神洗礼。

广袤中原大地，这是一片用鲜血染红
的土地。无数革命先烈矢志奋斗、无私奉
献，用信念与生命树立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这又是一片英雄层出不穷的土地，无数仁
人志士英勇奋斗、光荣献身，一次又一次书
写了光辉篇章。

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英烈，中原英烈
纪念馆里还陈列着社会主义时期牺牲的烈
士厅，这里有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
安宁，勇敢战斗、勇于牺牲的烈士；有为了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恪
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烈士；有面对危害公共
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挺身而出、见义勇
为的烈士……

每一张照片上的面庞，都是值得致敬
的英雄；每一位英雄的背后，都是一段可歌
可泣的历史。

不曾忘书写辉煌是最深刻的铭记
在中原英烈纪念馆一楼的序厅环廊，

12根浮雕柱记录了从 1919年五四运动到
1949年河南省政府成立期间的重大历史
事件。浮雕中，那些扛着红旗的先辈们深
情激昂，他们坚定的眼神和怒吼的表情，定
格着那些气壮山河的波澜壮阔的岁月。

移步于中原英烈馆11个展厅内，如同
打开了厚重的历史卷轴，那波澜壮阔的岁
月一一呈现于眼前——那是风起云涌的年
代，工人运动的开展与大革命浪潮给沉睡
的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希望；那是星火燎
原的土地革命时期，十年期间，党领导河
南工农群众进行了 50 余次武装暴动；那
是砥柱中原的抗日战争时期，无数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一部部
壮丽篇章；那是逐鹿中原的解放战争时
期，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一幅幅油画，用浓重的色彩绘就那段
浴血战场的故事；一座座雕塑，再现了曾在
中原大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模样；一
段段故事，穿过历史再现眼前……

历史已然过去，未来仍要开创。
王铁英，是郑州籍烈士、空军上校王铁

民烈士的哥哥。今年63岁的他，依然记得拿
第一个月工资请弟弟吃合记烩面的往事。

“我比弟弟大9岁。我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
我带着才13岁的铁民去二七塔附近的合记

吃烩面，吃了一碗不够，又给他要了一碗，那
时候他都长到1米83那么高了……”

牺牲的时候，王铁民才 37 岁。如今
17年过去了，当年只有 7岁的王铁民的女
儿王雨晨，也穿上了军装，从国防科技大学
毕业之后，如今也成了一名军人。“铁民走
了，但是他为国爱国的精神，已经是我们家
的家风了……”

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主任于全喜看来，
烈士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储
存着的，不仅仅是烈士的故事，更有为有牺
牲多壮志的精神；不仅仅是城市的过去，更
是烛照未来之路的力量。

“最近几年，来烈士陵园参观凭吊的市
民越来越多了，不仅仅是清明节期间，平日
里，这里每天都会有不少市民前来。有些
是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学习，有些则是家长
带着孩子来参观；有些是单位组织统一前
来，更多的是百姓自发而来……每年，都有

超过30万的市民来这里参观学习、缅怀先
烈。”于全喜说。

烈士陵园内，随风舒展的红旗猎猎作
响。

这里长眠的烈士们，当年，你们为守护
一面红旗而不惜牺牲自己。如今，国内国
外，猎猎红旗遍插的地方，均闻中华鹤鸣长
歌于九皋。

曾将热血洒向中原大地的烈士们，当
年，你们为了革命胜利生活安宁而拼过
命。如今，万里大地上，到处都有数不尽的
郑州人民因国家强盛、城市发展、生活幸福
而难抑升腾起的自豪之情。

再次走到中原英烈纪念馆的大厅内，
回望，是一座巨大的雕塑：两面红旗掩映
中，迎着喷薄而出的红日，两位战士一人指
着远方，一人吹起了集结号……

讲解员告诉记者，这座雕塑名叫——
《走向胜利从这里开始》。

◀ 郑 州
烈士陵园中原
英烈纪念馆杨
靖宇展厅

▲ 郑 州
烈士陵园讲解
员为学生讲述
英雄事迹

之三

本报讯（记者 成燕）五一假
期，郑州园博园推出丰富多彩的
节目，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据统计，5月 1日至 2日，该景区
接待游客量再创新高。

为丰富游客假日生活，五一
期间，郑州园博园各展园推出精
彩的舞蹈等节目。

西安园里，身着汉唐霓裳
的演员们翩翩起舞；曲阜园中，

“诗词”与舞蹈碰撞相融，将相
隔千年的雅致浪漫穿越时空得
以重现；蒙古园前围满观众，只
为 豪 迈 飒 爽 的 民 族 舞 蹈 而 着
迷。萌宠乐园则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互动体验。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喂兔子、看孔雀，与可爱的
动物近距离接触。

5月1日至3日，郑州非遗·文创大集市展示展演活动在
惠济区思念果岭举行，烙画、黄河澄泥砚、李氏皮影、传拓技
艺、布老虎、面塑等30余项非遗项目及传统民间艺术精品、非
遗美食、文创产品进行集中展示。

本报记者 成燕 摄

昨日，2021郑州马拉松赛系列活动·普罗理想国家庭
亲子跑激情开跑，来自我市及周边地区的近350组家庭欢
聚一堂，体验假日齐运动的健康快乐。

本报记者 陈凯 摄

作为假期市民游玩的热门目的地，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五一期间捧出精美的文旅“大餐”。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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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博园精彩活动迎来“打卡”热

中小学启动心理
健康教育宣传月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获悉，为扩大学生心
理知识储备，增强学生应对和解决生活挫折的能力，激发学生自我
成长的主体意识，本月起，全市启动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月”活动，向全市师生及家长集中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据介绍，此次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主题为
“健康人生、从心开始”，活动为期一个月，将分为宣讲周、展播周、
体验周、交流周四个“主题周”，旨在为全市中小学师生及家长搭建
一个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优化心理素质、提升心理品质的平台。活
动期间，全市各中小学将围绕心理健康教育、生涯教育、学生发展
指导三项研究和实践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参与性强的心理健康活动，帮助学生、教师、家长净化心灵、
开阔心胸、关注健康。

@全市职工

多项普惠服务
活动邀你参与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张昌付）记者 5月 1
日获悉，市总工会于本月在全市职工中开展2021年职工普惠服务
活动，快来一起参加吧！

市总工会、市司法局联合举办“劳动创造生活 法律保护你我”
网上答题竞赛，在全市职工中营造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不断提升广大职工法律素养。网上答题时间：5月 1日至
5月 20日，竞赛内容是以《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为主要内容的竞赛题库 100
题。答题竞赛活动设置获奖名额100名。

“云跑黄河”幸运抽奖活动时间为5月 15日至 5月 25日，已经
办理激活“郑州工会会员卡”的职工通过线上“云跑黄河”微信小程
序报名参赛，比赛将提取每一位参赛选手的微信计步数据，按照1
步 0.8米的距离进行换算。黄河总长为 5464公里，每一位参赛选
手在 5月 31日之前，总累计里程达到 54.64 公里即为个人完赛。
完成个人赛的会员将有资格参与抽奖活动，中奖的会员将获得50
元现金红包，金额总计5万元。

此外，5月 10日至 5月 30日期间，新激活工会卡的会员每人
可一次性获得 50元现金红包。工会会员动员邀请亲朋好友激活
工会卡，双方均可获得现金红包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