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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二号与天和核心舱
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30日电（记者 黎云 张汨汨）据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
成入轨状态设置，于 5月 30日 5时 01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模式，精准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
8小时。

天舟二号携带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舱外航天服及空间站
平台设备、应用载荷和推进剂等，与天和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
后，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补加和空间站
应用项目设备测试等工作。 （相关报道见3版）

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

发挥政协协商优势
助力城市数智治理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市政协近日召开双月协商座

谈会，邀请部分市政协委员、市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及
公民代表围绕“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预警”进行专题协商
议政。市政协主席张延明、副市长高永、市政协副主席
刘睿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市大数据局结合一“事件”“一网统管”
改革工作以及“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预警”主题作全面翔
实的解读，政协委员、公民代表从做好智慧安防建设、
加大社区养老宣传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人才培养扶持政策等角度，（下转二版）

我市召开联席会议作部署

推动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李娜）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六次联席
会议近日召开。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一驻点指导组组长
张生起，副组长王凤兰、苏银海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周富强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现场会精神，通
报近期我市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张生起说，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的重要指示，也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是锻造新时代
过硬政法铁军的重大战略举措。（下转二版）

建章立制
打造“会呼吸”的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
理概念，也称“水弹性城市”。下雨
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可最大限度地减少
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利用。

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
在成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前，郑州
就 致 力 打 造“ 会 呼 吸 ”的 海 绵 城
市：出台系列相关的政策、制度，
建立海绵城市建设法制化管理体
系，先后制定、修订海绵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办法、指导意见，出台海
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海绵城市规
划设计文件“一图一表”，施工图
设计审查技术要点，施工、验收及
维护指南等一系列地方标准。

同时，我市高度重视规划引领，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示范区建设规
划已完成批复，各区县（市）也均已
完成专项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并
在控规、修规阶段落实了海绵城市
规划建设要求。此外，还有排水防
涝、再生水利用、节约用水、绿地系
统、地下空间、综合管廊等系列专项
规划及评价机制等。

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郑州入选全省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在推进两处省级试点的同时，自我加压增设了
十处海绵城市示范区，积极打造样板工程，为全域推广
海绵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如今城市内涝得到缓
解，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城市更新有力推进。

增加供水工程引入再生水建设

如今在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地面道路——
南四环萍湖路段，紧邻机动车道路边的侧石每间隔约
10米，就设有一块预留排水口的侧石，人行道一侧的
绿化带内还有溢流收水井等。

“绿化景观将‘海绵城市—低影响雨水系统’
设计理念融入施工中，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减少路
面积水，又能控制降雨径流量，缓解城市雨水管网
系统压力。”中电建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南四环项
目经理介绍。 （下转二版）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3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
强党的领导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对中央企业进一步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

理统一起来、加快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作出部署、提
出要求。

《意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要
求，立足于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

强党的领导，明确了中央企业党
委（党组）在决策、执行、监督等各
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和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要
加强分类指导，鼓励探索创新，在
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中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意见》

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
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

建成排水管网5162公里、
再生水利用率为50%……自
2016年我市成为全省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近年来郑州
在工程项目中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以点带面，以面带动全
市，探索中原地区海绵城市建
设新思路。

统计显示，自海绵城市建
设实施以来，全市共计消除易
涝点125处，消除率77%。去
年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3.8 亿
吨，再生水利用率为50%。城
市供水明显增加，城市环境持
续改善。

昨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当天10时18分，在郑济高铁濮阳段施工现场，铺轨机将500米长钢轨安全平
稳落放到道床上，这标志着郑济高铁河南段正式开始铺轨。 本报记者 张倩 摄

郑济高铁河南段开始铺轨

百年来，鲜红的旗帜在中原大地高高

飘扬，红色信仰深植人心，无数可歌可泣的

红色故事代代流传。昨日上午 10点，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别节目《今日

中国》河南篇——百年风华“豫”见美好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央视新闻新

媒体同步直播，沿着建党百年重要时间节

点，多角度、多形式、多题材讲述中原百年

沧桑巨变，展示高质量发展的“郑州答卷”。

河南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

孕育了伟大的焦裕禄精神、大别山精神、

红旗渠精神和愚公精神。在党的领导

下，中原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

河岁岁安澜，“中原粮仓”十七连丰，高质

量 发 展 蹄 疾 步 稳 ，“ 四 条 丝 路 ”连 通 世

界。河南人民迸发出了愚公移山般强大
的精神力量，古老的中原大地谱写出了
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古都郑州正在快速崛起
对于压轴出场的郑州，节目不吝赞美

之词：河南地处中国腹地，从地理位置上

说，不沿边、不临海，一直在对外开放上寻

求突破，近年来，河南牢牢抓住国家战略机

遇，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空中、陆

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而其中郑州

的交通优势明显、发展态势强劲。

郑州有 80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八

大古都之一，现在，它已经是空中、陆上以

及水路多式联运的开放高地。“十三五”期

间，郑州市实现了三大标志性突破：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0

万元；常住人口突破千万人。从百年老车

站，到新的高铁枢纽站，从“米”字形高铁到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古都郑州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

对于郑州的介绍，是从有 117 年历史

的郑州火车站开始的。郑州因铁路而兴，

郑州站也随着郑州的发展不断地升级改

造。百年间，郑州站已经由建站之初的两

间平房、4条股道，发展到占地面积达40万

平方米、年发送旅客超过 3000万人次的铁

路枢纽站。

2020 年，郑州站的旅客发送量，被郑

州高铁东站超越了。郑州东站地处京广高
铁和徐兰高铁交会处，也是中原城市群

“米”字形高铁的中心。目前，河南正在建

设“米”字形高铁，以郑州为中心的两小时
高铁经济圈，新老两个车站穿越百年，见证
我国铁路发展的同时，也见证着郑州这座
城市的崛起。

郑东新区成为发展新引擎
节目镜头以航拍形式切入郑东新区：

巍然矗立如意湖畔的大玉米让郑州更显国
际范。“这里是郑州市的郑东新区。来到这
里，许多人都会被它的高颜值所吸引，它的
高不仅体现在一栋栋的高层建筑，更体现

在人才和科技创新的高地。”
作为展示郑州对外开放形象的名片，

如意湖是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
域。而在 2017年，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便
与北京海淀 CBD、广州天河 CBD、重庆解
放碑 CBD、武汉武昌 CBD 一起摘获了“中
国最具活力中央商务区”，当年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33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900
亿元，每平方公里贡献税收超 18亿元，人
均创造税收达13万元。

从如意湖到龙子湖，镜头切换到郑东

新区智慧岛。“智慧岛面积不大，只有3平方
公里，入驻的大数据企业却超过了 200
家。它是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也是中原科技城的引领区,其发展势头超
出很多人的想象。”通过郑东新区，可以看
到郑州未来，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郑
东新区就签约了 70多个科创项目，预计总
投资将达 1200 亿元。随着 9 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12 个院士工作站的相继落地，这
里也成为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和科技创
新的新引擎。

对外开放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如果说以前的郑州因铁路而兴，如今

的郑州则正在打造以铁路、公路、航空为主
的综合交通枢纽，这里是郑州机场，也是首
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借助中
部地区的区位优势，通过航空连接世界，目
前郑州机场已开通全货运航线 51条，货运
通航城市 63个，基本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
济体的航线网络体系。

今年以来，郑州机场客货运继续保持
中部地区双第一，随着运量的增长，原有的
跑道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如今郑州机场三
期扩建正在进行，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
在打造中部对外开放高地。现在河南对外
开放进入历史的最好时期，朋友圈越来越
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连接全球。
2013 年，中欧班列（郑州）正式开通，架起
了连接中原腹地和世界经济体的桥梁，从
最开始的一个月只有一趟列车，到现在每
天至少两去两回的频次往返模式，跑出了
中原开放的“加速度”。

郑州北站是亚洲最繁忙的一个火车货
运的编组站，这里日均办理的火车编组量
超 2.4万节，按照每节 13米左右的长度，这
里一周办理的火车货运量可以从北京排到
广州。开封的大蒜、南阳的香菇、信阳的毛
尖等农产品，从这里发往中亚、欧洲，走向
了世界。从中欧班列（郑州），看到了郑州
的物畅其流、货达天下。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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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今日中国》播出河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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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密码大会执委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昕 张玉东 见习记者 刘地）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深入
实施《密码法》，充分运用密码这一重要战略资源，提升
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强化基础支撑，经国
家密码管理局批准，2021年商用密码大会将在郑州举
行。5月 29日，2021年商用密码大会执委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暨动员大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机要密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
于密码工作的指示要求，安排部署大会筹备工作。

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委关于大会筹办工作的指示
精神。省委副秘书长江文玉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深入落实中央、省委要求，以
大会筹办为契机，（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