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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一打通65条断头路，
畅通城市道路“微循环”

年度实施计划：9月底前打通 20
条，12月底前全部打通。

牵头领导：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副市长陈宏伟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二 迁建新建9所高
中，让群众享受更多优质教育
资源

年度实施计划：开工建设郑州市
第三十一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一O二
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郑州
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郑州市第十六
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一O三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一O七高级中学、郑州外国
语郑开学校、郑州外国语国际学校。

牵头领导：市委副书记、市长
侯红，副市长孙晓红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三 持续推进“三项
工程”，让群众生活整洁有序
舒适愉悦

年度实施计划：道路综合改造、老
旧小区综合改造、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

牵头领导：市委副书记周富强，
副市长吴福民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四 加快推动“三个
清零”，让农村更美丽更干净

年度实施计划：农村旱厕清零、
黑臭水体清零、垃圾乱堆清零。

牵头领导：市委副书记周富强，
副市长李喜安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五 增加保障性住房
供给，缓解群众住房难问题

年度实施计划：新开工安置房1.5
万套，建成安置房4万套，分配公租房
7000套，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万套。

牵头领导：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牛卫国，副市长高永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六 加快完成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医

年度实施计划：在去年已建成
6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础上，
加快完成剩余 3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设。

牵头领导：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杨福平，副市长孙晓红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七 推进午餐供应和
“官方带娃”全覆盖，家长学生
乐无忧

年度实施计划：为全市 994所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校提供午餐
供餐服务，为全市近 77万名有在校
就餐需求的学生提供午餐供餐服务，
全市 1298所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
学校实现课后服务全覆盖。

牵头领导：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黄卿，副市长孙晓红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八 培育码农2.5万，
就业产业齐发展

年度实施计划：2021 年度完成
2.5万人培训计划。

牵头领导：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吕挺琳，副市长史占勇

完成时限：2021年底

实事九 专心服务“一老
一幼”，幸福生活无忧愁

年度实施计划：加快城乡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新增养老床位3000
张；依据国办发〔2020〕52号文，结合
省政府相关文件，出台我市1~3岁托
育鼓励、奖补政策，积极开展试点工
作；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推进新增公办
园和移交配套园投用60所。

牵头领导：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杜新军，副市长马义中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实事十 多措并举解决停
车难，让群众出行更方便

年度实施计划：优先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减少私家车出行频率和停车
需求；持续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力
度，推进停车资源共享高效利用；加
快推进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增加
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加快新的差异
化停车收费办法实施，大幅提高公共
停车泊位周转率；全面贯彻落实《郑
州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实现非机
动车全方位治理。

牵头领导：市委常委、郑州警备
区政委白江民，副市长陈宏伟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本报讯（记者 张昕）“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如何更
好地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让群众从党史学习教育中获
得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经
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全市党
政领导干部领办民生实事的通
知》，明确一件（项）民生实事由党
政领导牵头领办，切实把群众关心
关切的实事办实、办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党
员干部践行党的宗旨、转变作风的
重要载体，是增进百姓获得感幸福
感的重要举措。党政干部领办民
生实事，有利于夯实责任、形成合
力、抓实工作，推进民生实事落实
落地；有利于发挥好领导干部“关
键少数”作用，形成示范效应，在全
市营造“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浓厚
氛围；有利于深入了解民情民意，
提高党委、政府决策针对性、科学
性，使各项工作更加符合实际、符
合群众意愿。

这次公布的党政领导领办的
民生实事共十件（项），具有很强的
基础性、普惠性，与群众切实利益
密切相关，包括：断头路打通、高级
中学建设、道路老旧小区城乡结合
部综合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中小学午餐供餐和课
后延时服务、“十万码农”培训计
划、社区“一老一幼”配套服务设施
完善提升、解决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等，每一件（项）都明确了牵头领办
领导，细化了年度实施计划和年度
任务目标，并予以公开，接受群众
监督。各开发区、区县（市）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将参照市级清单
制定本级党政领导干部领办民生
实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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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看百年大党的初心本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确保美丽乡村建设
上新台阶获新成效
我市召开观摩会推进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娜）我市近日以“现场观摩+会议”的形
式召开郑州市美丽乡村建设上半年观摩会。市领导周富强、
李喜安参加活动。

在实地观摩了 9个美丽乡村后，我市召开了美丽乡村建
设现场会。会议对上半年我市各区县（市）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进行了展示和交流，并动员全市上下以精品村建设为引
领，着力补短板、增优势，加速推进乡村振兴。

市委副书记周富强对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成绩表
示肯定，他说，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行动迅速，措施有力，扎实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各有关部门要持续
努力，久久为功，着力打造富有魅力的美丽乡村精品走廊，让
农村发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农民群众多增收、有奔头。

针对下一步工作，周富强表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继续聚焦
我市城市功能布局和“两带一心”文化旅游布局，（下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成燕)昨日，携程
发布的《端午假期旅行大数据报告》
显示，郑州首次入围端午国内热门
前十目的地，河南博物院位居热点
目的地榜首。80后、90后、00后依
然是旅游出行主力军，高铁周边游
成热门选择。网红城市、网红酒店
引发的打卡热，带动旅游体验朝着
个性化、主题化方向不断发展。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整体订
单同比去年增幅达83%，其中门票、
租车、主题游等业务已超越 2019年
同期水平，同比去年分别增长87%、
153%、171%。周边休闲、自驾出行、
主题玩法已经获得游客认可。

总体来看，80后、90后、00后人
群占总出游人数85%。在80后预订
的旅游产品中，主题乐园、动物园、博
物馆、水上乐园、山岳排名靠前。

由于端午小长假时间限制，高
铁游成为周边出行重要选择。数据
显示，从假期热门线路来看，旅客高
铁游单程平均时长为 2 小时 13 分
钟、平均出行半径 338 公里。值得
一提的是，18至 25岁的大学生和职
场青年最爱高铁出游，18至 35岁高
铁用户占比超过80%。

随着拼假游、错峰游风潮的流
行，长线旅行在端午期间表现同样
不俗。携程数据显示，北京、上海、
成都、杭州、重庆、南京、西安、长沙、
武汉、郑州入围今年端午十大热门
旅游城市。其中，以《唐宫夜宴》《只
有河南》等文化旅游产品出圈的郑
州首次入围近年端午假日热门前十
目的地。

郑州热门 TOP10 出游目的地
为：河南博物院、郑州方特欢乐世
界、银基乐海水世界、郑州海洋馆、
郑州方特水上乐园、中原福塔、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郑州方特梦幻王国、
郑州市动物园、巩义石窟寺。

本报讯（记者 成燕 丁友明 徐宗福 文/图）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市民
游客出行热情高涨。昨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了解到，综合大数据监测、抽样调查
和区县（市）统计，全市共接待游客 506.5万人
次，同比增长 13.7%，实现旅游总收入 20.95亿
元，同比增长38.7%。全市纳入重点监测的17
家景区共接待游客 47.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58%；实现门票收入近 4066万元，同比增
长202.05%。

文旅融合展现民俗魅力
端午假期，全市各地围绕“文物映耀百年征

程”等主题，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郑州市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在金水区举行，围绕“人民的非
遗 人民共享”主题，精选53个非遗代表性项目
进行现场展示展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郑
州美术馆（瑞达馆）举办“百工献艺庆百年”非遗
展览；郑州博物馆开展“粽叶飘香话端午”社教
活动及“文物映耀百年征程”线上教育活动；二
七纪念馆推出《星火初燃——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创建文物史料图片展》。假日期间，登封市世
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的少室
阙、会善寺、启母阙三处文化遗产首次面向社会
开放，《只有河南》火爆出圈，央视新闻跟进报
道。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冲上热搜。

假日旅游产品供给丰富
端午假期，各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

题活动。郑州方特梦幻王国推出“端午游园
会”系列活动，游客除了体验经典游乐项目外，
还可打卡“端午民俗坊”，免费体验传统民俗。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通过全新艺术手法展现
黄河文化、讲述黄河故事。银基动物王国举办
精灵艺术节，游客可换上精灵装与精灵王子、

精灵公主一起加入精灵王国大巡游。郑州园
博园推出花车巡游，巡游队伍沿着主园路与游
客互动问好，分发粽子、香囊、五彩丝带等节日
礼品。电影小镇举办的粽味争霸赛和寻味端
午“大放粽”，营造出浓郁的传统节日氛围。北
龙湖举行园林设计展，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乡村旅游助推文旅经济
由于假期较短，多数市民选择近郊游、自驾

游。巩义三峪河、大南沟等乡村旅游点以其独
特的自然风光受到自驾游客的青睐。中牟晨明
生态园让市民和游客体验一把美味的采摘之
旅，和孩子一起水中追鱼，享受温馨的亲子时
光。全市重点监测的旅游民宿客房平均出租率
约90%，新密溱源洞穴、巩义山石舍、中牟沙窝、
登封禅心居等乡村旅游民宿更是一房难求。

文明旅游氛围浓厚
假日期间，全市各级文旅部门积极组织志

愿者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工作。各景区设立志愿
服务站点，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文明劝阻等志
愿服务活动。旅行社积极倡导文明旅游，引导
游客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乱扔垃圾，不随
意插队、破坏文物、浪费粮食，遵守野生动植物
保护规定，尊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习俗。

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端午假期，市文广旅局 16个督导组分片

包干对各开发区、区县（市）文旅市场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等进行督导。市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节前举行安全生产誓师动员大会，
对全市文化和旅游经营场所全面开展市场巡
查和整治工作。各景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对游览区域进行消毒，重点区域安排专人
进行值班管控，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游
览。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端午假期我市迎客超500万
实现旅游总收入20.95亿元 同比增长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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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河南省首席
科普专家名单公布

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
大赛开始报名

广州对封闭封控管理
区域实行有序解封

以色列“告别”
内塔尼亚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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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党政领导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领办民生实事清单

省图书馆端午假期举办快乐赏民俗活动省图书馆端午假期举办快乐赏民俗活动

登临中原福塔
登临中原福塔，，体验体验““云中漫步

云中漫步””
古风古韵演绎中华传统文化

古风古韵演绎中华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