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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3日晚，郑州市金
水区2020年“慈善日”集中捐赠活动
温暖举行，活动现场爱心爆棚，共募
集善款9160万元，创下了郑州市各县
（市）区慈善日捐赠纪录的新高。

活动现场，在金水区委书记张红
伟致辞并发出号召后，广大爱心企
业、爱心单位积极响应、踊跃捐赠：融
创华北区域集团郑州公司捐赠2000
万元、河南申泰实业有限公司捐赠
1100万元、郑州市金水碧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捐赠1100万元、河南美

商置业有限公司捐赠1000万元、河
南保利发展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
元、美盛地产集团捐赠1000万元、天
伦集团捐赠1000万元……据统计，
金水区此次“慈善日”系列活动累计
筹措善款9160万元。

本次活动由金水区委、区政府主
办，金水区民政局、区慈善总会承办，
旨在传播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
动员更多爱心力量积极投身慈善事
业，全面推进金水区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

本报讯 5个展区，6万平方米展
览面积，近1000家参展企业。10月
16日至19日，第二十六届郑州全国
商品交易会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10月14日，第二十六届郑州
全国商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普
通观众、专业观众和采购商可免费参
观。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同期设立
“黄河流域省市商品展区”，重点展示
绿色食品、生态食材、老字号商品等，
为推动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区商品流
通、贸易合作提供展示、交易平台。

郑州市会展业促进中心负责人
第二十六届郑交会筹委会办公室副
主任王洪波介绍说，本届郑交会以“新
经济、新业态、新消费，共享中国经济
发展新未来”为主题，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局面下，展会谋求危机中育新，在
变局中开新局，本届展会通过举办高
峰论坛、行业大会、商贸合作、展览展
示、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6类活动,构
建“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在疫情防控常态下,为迎合新消
费、新经济、新业态对传统展会的改
变,本届展会采用“线上+线下”新模
式,现场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设置5
个展区,分别为黄河流域省市商品展
区、茶产业展区、商超自有品牌商品
展区、人居文化与房地产展区、教育
服务与用品展区,参展企业近1000

家。
在此基础上,本届展会通过网

站、微商城、小程序构建线上会展新
模式,参展企业商品在线展示销售,
打造365天全渠道网上会展。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郑交会有亮
点。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打造具有黄河
流域鲜明特征的大型经贸活动。同
期设立“黄河流域省市商品展区”，重
点展示绿色食品、生态食材、老字号
商品等，为推动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区
商品流通、贸易合作提供展示、交易
平台。

围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
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本届展
会将做好“惠民生、促消费”新文章。
通过举办“超级品牌日”福利活动、

“外贸精品，惠购中原河南服装服饰
展销会”“郑在热卖”购物节等系列活
动，为观众提供超级福利，带来平日
里享受不到的年度优惠活动，提振消
费信心，助力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新需求。

王洪波说，本届郑交会实行门禁
管理系统，普通观众、专业观众和采
购商免费参观，为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参观需要佩戴口罩并扫码进入展
厅参观。参观时间为10月16日至
19日9:00~17:00。

本报讯 10月14日下午，由郑州
慈善总会、金水区委、区政府联合主
办的“新时代郑州慈善文明实践中
心”在金水区郑州市道意和职业培训
学校正式开馆，综合展示郑州慈善事
业历年成果。

据悉，这是郑州市首个“慈善地
标”，也是我省首个常态化综合展示

慈善事业的实践中心。“新时代郑州
慈善文明实践中心”是郑州慈善事
业发展5年规划中“各开发区、区县
（市）至少打造一个公共参与度高的
慈善广场或慈善地标”的首个“慈善
地标”，展厅面积近700平方米。即日
起，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可拨打
（0371）68665308预约前往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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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来这儿约吧!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第二十六届郑交会周五开幕 近千家企业参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金水区“慈善日”集中捐赠活动募集善款

9160万元创全市新高

本报讯 雨下了一夜，再下一天，
周四还将继续。这轮冷空气活动结
束后，下轮冷空气周五抵达，预计我
省将再迎大风天气。不过，从周五开
始，我省气温将回升至正常水平，日
最高气温将回至20℃左右，周末晴天
多云，秋高气爽，适合出游。

本周一到周四，我省持续阴雨天
气。阴雨天气还有一天的余额。根
据预报，今日白天，全省阴天，黄河以
南和济源、焦作、新乡三地区有小雨，
其中三门峡、洛阳、信阳三地区部分
地区有中雨。

虽然未来几天仍有冷空气影响我
省，但带来的主要是大风天气。从周
五开始，我省的天气将从低谷逐渐走
出，恢复到正常水平。本周末的天气，
晴间多云为主，比较适合外出游玩。

根据预报，16日白天，我省东部、
南部小雨停止转多云，其它地区多云
转晴天。受冷空气影响，我省中西部
和北部大部分地区西北风或偏北风4
级左右，阵风5级到6级。

16日夜里，全省晴天间多云。17
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气温大落，雨水浸润，郑州市本
周前半段气氛阴凉。本周后半段，随
着降雨的结束，郑州是否也将迎回晴
天，气温回升至正常水平？

根据郑州市气象台最新预报，随
着降雨结束，升温也将开始回升。其
中，周四，郑州阴天有小雨，气温11℃
到16℃；周五，多云转晴天，气温12℃
到19℃；周六，郑州晴天间多云，气温
8℃到20℃；周日，郑州多云，气温9℃
到21℃。

郑州市首个“慈善地标”正式开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李一川 通讯员 王义彬 文
记者 许俊文 摄影

即将告别阴雨模式
周末迎来艳阳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