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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二十六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3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市交办第二十六批29个群众举报件，其中新郑市15个，新密市
4个，登封市 3个，荥阳市 2个，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
区、惠济区、航空港区各 1 个（新郑市、管城回族区共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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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五一假期，郑州黄河文化公园近百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一直在忙碌着：他们将引导游客文明旅游、义务提供咨询等丰富
多彩的志愿服务延伸到园区入口处、炎黄广场、临河广场、停车场
等处，为母亲河畔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图）。

假日期间，走进该园区，来到入口处、炎黄广场、哺育广场、临
河广场、停车场、地质博物馆、索道入口等处，你都能看见身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在辛勤劳动。他们用汗水浇灌着文明之花，用担当换
来和谐优美的旅游环境。在该园区入口处，几位志愿者手持扫帚
和簸箕，不间断地进行环境清扫；同时还耐心解答游客咨询，为游
客提供便捷的服务。在检票口及道路中间，志愿者们做好引导游
客及维持交通秩序服务……

走进炎黄广场，你会看到，志愿者们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和咨
询，热心为游客免费送去开水。在风景优美的临河广场，两位志愿者
耐心地劝阻不文明行为，劝导游客远离危险水域；帮助游客义务照
相，捡拾周边垃圾，发放旅游手册，让文明旅游理念深入游客心中。

停车场是景区比较容易拥堵的地方。志愿者耐心地为游客疏导
车辆，指挥车辆有序停放，提示车主关好车窗。在黄河地质博物馆门
口，志愿者则做好疫情防控温馨提示，提醒游客在馆内参观时戴好口
罩，并且提示大家爱护馆内环境。

假日期间，好人好事接连不断：5月2日上午，在临河广场区域参
与志愿服务的孟雪燕捡到苹果手机一部，通过广播联系失主，及时将
手机送还到失主手中。志愿者张夏捡到游客的身份证、学生卡后，
立即通过广播找到失主；有位游客9岁的孩子走丢了，通过广播不
间断播放寻人启事，志愿者帮忙将孩子领到游客中心见到了家人
…… 不少游客表示，文明旅游需要从小事做起，从每个人做起。
志愿者们用行动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引导大家爱护公共环境，遵守
公共秩序，共建美好景区。

“鲜艳的志愿红，是青春最美的色彩。我们放弃假日休息时
间，用实际行动为广大游客创造和谐优美的旅游环境，营造文明人
人知晓、文明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助力构建和谐文明的旅游环
境，感到非常高兴。”该公园几位年轻的志愿者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晓
勤）学 党 史 扎 扎 实 实 ，办 实 事 踏 踏 实
实。从昨天开始，花园路街道农业院园
社区的“红色志愿共建周”开展得有声
有色有实惠。

“红色志愿共建周”由社区与辖区共
建单位河南中州皇冠贸易有限公司党支
部、贵州茅台生态农业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分公司共同策划，实现了一举多
果的最佳效应。

“红色志愿周”长镜头之一：“红色志
愿共建周”启动仪式暨“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主题党日活动。与会人

员先现场认门认亲，听取并参观了社区
文化走廊，进一步了解农业院社区特色
活动。在会议室，开展了“学党史 悟思
想 办实事 开新局”主题党日活动。共
建活动以“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
局”为主题，旨在强化基层政府和企业
在党建方面互动，实现双方资源共享、
经验共用、党建共促。

“红色志愿共建周”长镜头之二：三方
组织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座谈会上，街
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端上”VIP优质“服
务菜单”：街道以企业首席服务官机制、走
访联系服务企业机制、营商环境联席会议

机制、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机制、营商环
境事项交办清单机制为内容的“五项工作
机制”，并希望企业代表开门见山提建
议。中州皇冠贸易负责人就企业中的产
业、人才及恶意投诉等“痛点”“难点”敞开
心扉，并就如何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和政
务服务环境建言献策。

“红色志愿共建周”长镜头之三：爱心
靓汤大派送。“淑霞靓汤”是农业院社区的
传统服务项目，只不过昨天多了不一样的

“淑霞”身影：中州皇冠党支部的党员志愿
者，头天就买好了上等食材送到社区，第
二天与社区的志愿者一起，洗菜、切肉、熬

汤，为这一锅羊肉汤贡献自己的力量。汤
好出锅，党员志愿者们与“淑霞”志愿者一
起，将一碗碗羊肉汤送到社区独居高龄老
人家中。

不仅如此，区域化党组织联建共建，
使得学党史活动诱惑力、增实力，三方还
组织了“五四致青春共建运动会”、城市精
细化管理大扫除等主题活动。

“红色志愿共建周”以为民服务为圆
心，以辖区公共单位为半径，党建引领，项
目支撑，这样的系列活动，走心入心心心
相印，真正实现联建联谊方法活，长藤结
瓜实事多的效果。

“红色志愿共建周”有声有色有实惠

扎扎实实学党史用心用情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郑州地铁集
团党委近日举办“学党史 悟思想”读书
班。以此次读书班为契机，切实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

强大动力，转化为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
动，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走深、走细、走实、走心。

“读书班”以集中学习、专家授课、分组研
讨、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学习成员

通过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加强系
统学习、注重交流互促等多种创
新学习形式，从党史学习中思考
破解工作重难点问题的路径、方
法和举措，用活红色资源，为做好
下一步工作提振精气神，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

郑州地铁集团努力推动“读书
班”见行见效，如今，“绿城星火”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车站郑州东站充分
发挥车站综合交通枢纽的优势，共
享红色电子书籍，通过扫码读书方
式，让广大读者乘客回顾党的伟大
历程和光辉成就；集团技术骨干从
党史故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积极
投身智能运维平台的创新优化工
作，实现故障快速定位、自动维修，
极大提高生产工作效率（如图）……

下一步，郑州地铁集团将按照
“严、快、心、深、实”五字要求，学原
著、读原文、悟原理，切实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结合郑州地铁集团实际，把办实
事、办好事贯穿始终，把党史学习教
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让市民
群众感受到成效。

本报讯 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纪念五四运动 102
周年，进一步弘扬爱党
主旋律，持续推动“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
教育，凝聚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新密市河
道管理处近日开展“我
和党旗团旗合个影”主
题系列活动。

活动中，大家认真
选 取 拍 摄 地 点 ，创 意

“打卡”优美风景，精心
打理团旗，发挥创意表
达对党的祝福，把自己
最佳状态呈现在与团
旗的合影中，一举一动
流露出对团组织的无
比敬爱之情。

有一种情结叫“我
和共青团”，有一种骄
傲 叫“ 我 是 共 产 党
员”。通过“我和党旗
团旗合个影”主题系列
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单
位全体员工发扬肩负使
命、勇于献身、敢于担责
的五四精神，展现了朝
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良
好精神风貌。（魏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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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悟思想”读书班见行见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通
讯员 冉基玮）近日，郑州市 16个开发
区、区县（市）同步开展“绿城使者——小
红象·周周行”全城清洁志愿服务集中
示范行动。来自市委办公厅、市人大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办公
厅、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及
各开发区、区县（市）917家文明单位的
志愿者加入“绿城使者——小红象·周
周行”志愿服务项目，利用党员活动日
到结对社区为群众办实事。

为传播绿色环保理念，郑州市纪
委监委的“绿城小红象”志愿者骑共享
单车来到博学路办事处学理路社区，
在德善街周边道路开展清洗人行道两
侧护栏及捡拾垃圾志愿服务。活动
中，志愿者不放过栏杆的每个凹槽，让
死角的顽固污渍无处藏身，经过两个
小时的努力，人行道护栏焕然一新，赢
得过往市民的一致好评。

“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实感受到了
环卫工作的辛苦，理解了文明城市创
建的艰辛，希望大家能共同爱护好环
境，为建设美丽郑州贡献力量！”党员

志愿者杨阳说。
在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碧沙

岗社区友爱路 55号院，郑州市委宣传
部的“绿城小红象”志愿者正在清理绿
化带内的烟头和白色垃圾。社区工作
人员说：“这个院儿是碧沙岗社区最大
的居民楼院，有 600多户居民，保洁工
作量大，特别是散落在花坛里的细碎
垃圾多，清理起来比较费劲儿！”

群众有需求，志愿者有行动。大家
齐心协力，将院内所有花坛和卫生死角的
垃圾彻底清理了一遍，并对摆放杂乱的非
机动车进行了规整。

看 到 志 愿 者 向 社 区 居 民 发 放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并耐心
解释引导，志愿者表示：“清洁重要，
保持更重要！今后，我们要动员楼
院的居民加入志愿服务队，自己动
手清洁家园！”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绿城小红
象”志愿者精准对接无主管无物业楼
院需求，来到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
处百花社区，清理小区道路、卫生死
角、垃圾杂物及楼道内的堆积物，拔除

小区绿化带、草坪杂草，规范非机动车
停放，向群众发放《河南省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及绿色环保理念宣传图册，倡
导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宣传垃圾分类、
疫情防控和健康知识，引导居民养成
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据悉，“绿城使者——小红象·周
周行”志愿服务行动前身为“文明使者
社区乡村行”志愿服务项目，由郑州市
文明办指导全市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
织自 2013年 1月起实施，精准对接无
主管无物业楼院，宣传垃圾分类常识、
普及健康知识，开展文明引导、清洁家
园行动，孵化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推动
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截至目前，全市 1845 家文明单
位、文明校园与社区签订了结对协议，
参与志愿者累计达 30 余万人，帮助
217个无主管无物业楼院建立了以热
心居民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伍。集中
示范行动将带动更多志愿服务团队投
身全城清洁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常态化提供改善人居环境、文明
健康行为引导等志愿服务。

全运会U18女足预选赛
河南队大胜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2021年全运会 U18女足预选赛

在山东日照激情打响，河南队首战遭遇本组实力最弱的海南队，最
终毫无悬念以 10∶0的悬殊比分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由于只是
拿下本组最弱的海南队，河南队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面对大部分由中学生组成的海南队，实力全面占优的河南队
攻势如潮，上半场就接连打进五球，以5∶0的巨大优势领先。下半
场，河南队再接再厉又打进五球，轻松以10∶0拿下这场胜利。

据了解，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足球 U18女足预赛 5月 3日全
面打响，共有26支队伍分五个小组进行，各小组第一名直接出线，
第二名成绩最好的两支队伍也出线，加上东道主陕西共 8支队伍
进入最后决赛。河南队与辽宁、山东、福建、海南队分在山东日照
赛区。本组中辽宁队和山东队实力最强，海南队最弱，福建队和河
南队不相上下。河南队主教练明确表示，全力以赴打好每场比赛，
获得好成绩，力争从小组中出线晋级决赛。

青少年网球短式
网球排名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激烈角逐，2021年郑州市青少
年网球、短式网球排名赛第一站昨日在郑州英开体育公园落幕。

本项赛事由郑州市体育局主办，分为网球和软式网球两大项，
全部为单打比赛。其中网球项目根据参赛选手不同的性别、年龄
分为男、女甲乙丙丁各四个组，短式网球不分年龄组。共有来自全
市的 230余名网球小选手参加第一站比赛，激情挥拍一较高下。
今年的郑州市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排名赛分为两站分站赛和一
站总决赛，两站分站赛结束后，各项目组别积分排名前列的选手，
将拿到参加今年该项赛事总决赛的“门票”。

郑州市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排名赛，是我市网球界的一项传
统赛事，每年举行一次，分为多站分站赛和一站总决赛，旨在为我
市习练网球的小选手搭建一个切磋交流一展风采的平台，通过比
赛进一步检验他们的学习效果，激发他们学习网球的兴趣。短式
网球作为网球项目的入门运动，可以很好地培养小选手对于网球
的兴趣以及球感。今年赛事将网球和短式网球两个项目同时举
办，也是为了通过不同项目的比赛，进一步促进网球运动在我市的
普及和发展。

文明旅游志愿红
融入假日风景线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余真真 文/图

“绿城使者——小红象·周周行”
志愿者集中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河南五一假期前3天
接待游客逾1200万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文化和旅

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 3 天，河南共接待游客
1229.24 万 人 次 ，与 2019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37.02%；实现旅游收入 66.29 亿元，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增长 17.89%。

据了解，5月 3日，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居前五位
的景区中，郑州市景区占据三席，分别是新密市银基
国际旅游度假区 9.3 万人次，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405.43%；新密市红石林景区 7.35 万人次，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608.04%；郑州市樱桃沟景区 7.14万人
次，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70%。第四位和第五位
则分属两家老牌知名景区，分别是焦作市云台山景
区6.94万人次、与2019年相比增长39.08%；开封市
清明上河园景区 6.57 万人次、恢复到 2019 年同期
的93.86%。

据了解，5月 3日，全省营业收入居前五名的景
区分别是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2232万元，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956.37%；清明上河园景区 818.14 万
元，与 2019年相比增长0.21%；龙门石窟景区611.4
万元，与 2019年相比增长 9.67%；郑州建业电影小
镇景区 585万元；老君山景区 530万元，与 2019年
相比增长106.23%。

另据不完全统计，5月3日，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进馆人数分别为 17.25万人次和16.86万人次，
累计举办规模以上文化惠民活动720场次以上，直接
惠及群众48万人次以上。全省231家博物馆、纪念馆
参观人数达53.3万人次，举办惠民活动55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