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林

一大朵沉甸甸的云悬在省道 102
线旁王村的上空，一阵急雨落在豫机城
际铁路施工现场。

“都说地下掘进的隧道是‘龙’，我
们这里还真是经常有来去匆匆的雨。”8
月27日，把厚重的安全帽当“伞”，记者
跟随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豫机城际项
目工作人员走进了隧道掘进的现场。

豫机城际铁路是我省投资建设的
第一条城际铁路，自郑州机场引出，穿
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至郑州南
站。由于它承担着中原城市群北部地
区与南部、东南部地区的城际客流和
郑合、郑万铁路区际跨线客流，建成后
将成为我省米字形高铁枢纽的重要组
成部分，所以被誉为河南“头号”重点
建设项目。

“豫机城际铁路工程全长约11.1公
里，设计时速 200公里，需穿越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干渠，一次性长距离掘进
3800米，开挖断面大，风险系数高、施
工难度大，被列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

程。”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豫机城际项
目经理胡锦华说，为此他们专门设计并
启用了“中原一号”盾构机。

在 31米深的下沉井内，垂直电梯
重重地停下，一个巨大无比的隧道口扑

入眼帘。记者留意了一下，与一般的地
铁隧道不同，这个隧道口足有三层楼
高，人踏入其中显得十分渺小，整个隧
道犹如一条长龙，向远处延伸。

（下转第二版）

HENAN DAILY 第24074号 今日12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7年8月 日
星期一 丁酉年七月初七

28

□本报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邓弘立

一座城市首先必须是一座宜居的
城市。

在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推
进会上，省长陈润儿强调，要深化认识、
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做好以水“润”城、
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
四篇文章，加快城市转型发展，建设幸
福宜居城市。

今年上半年，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做好新型城镇化
规划，以郑州滨河国际新城建设为着
力点做好百城提质“四篇文章”，建设

“宜业、宜居、宜乐”的现代国际新城，
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以水“润”城皆灵动

水是城市的灵魂，有了水城市才
会有灵性。

蝶湖位于郑州滨河国际新城的核
心区域，蓄水量 93万立方米，相当于
5个如意湖大小，是郑州生态水系工

程潮河的支流之一。蝶湖旁边的荷
湖水域面积 86亩，绿化面积 173 亩。
两片湖泊互相映衬、交相辉映，打造
最美的生态滨水城市花园，形成庞大
的郑州经开区生态水系网络。中央
滨水商业街，东西横向串联荷湖与蝶
湖，沿岸设置综合性公园、纪念性公
园、动物园、植物园、古典园林等，营
造诗意休闲空间，通过高绿化、自然
驳岸的形式打造“亲水近绿”的城市
公共景观。

以绿“荫”城处处景

绿色是城市生机的象征，有了绿
城市才会有活力。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随

处可见高品质公园游园，是郑州滨河
国际新城绿色生态的软实力。该新城
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
现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纳入《郑州滨河
国际新城可持续指标体系建设》，区域
内规划总绿地面积达4500亩、占总面
积的 29%，水系面积 1360亩、占总面
积的26%，实现50%的绿色建筑比例，
每立方厘米负离子含量达4～5万个，
是郑州市区的20余倍。

地下综合管廊和装配式住宅工
程，是郑州滨河国际新城绿色生态的
硬支撑。全省首条地下综合管廊在郑
州滨河国际新城正式开工，彻底解决
了困扰政府和百姓多年的地面“开膛
破肚”景象；全省首栋装配式住宅在郑

州滨河国际新城建成并投入使用，可
减少脚手架和模板 50%，减少施工措
施50%，缩短建设工期1/3，减少大量
建筑垃圾、施工扬尘。

以文“化”城底蕴丰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有了文化
城市才会有记忆。

上古时期的圃田水泽、尚岗杨遗
址的板筑夯城、法云寺的晨钟暮鼓、司
赵火车站的声声笛鸣,郑州建造并保
留下许多不朽的历史经典建筑。

郑州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司赵
火车站郑州唯一保存较完好的火车
站，也是我省最早建设的火车站之
一。郑州滨河国际新城按照德日式建

筑风格，对司赵火车站建筑原址保护，
修复为铁路交通主题特色博物馆，周
边场地再现火车为主要陆路交通工具
时代的生活场景，同时兼顾餐饮娱乐、
商业休闲、市民活动等功能。

记忆在延续，传奇在上演。郑州
滨河国际新城率先规划了外国领事馆
驻河南外事用地 70亩，吸引“一带一
路”上的国际组织和重要节点城市在
此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欧盟中国
经济文化委员会（EUCNC）河南代表
处已正式落户，这是EUCNC在中国设
立的第一家代表处。

以业“兴”城壮实力

城市是我们生活的天堂，也是我

们创业的乐园。
创新是郑州经开区最鲜明的标

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自主研发的“买
卖全球网”和“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
运行，跨境电商“秒通关”最快1秒处理
500单，“1210模式”推广到比利时、加
拿大等国家，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宇通汽车、中铁装备、京东“亚洲
一号”智能物流仓……郑州经开区以
此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
业和现代物流业三大“千亿级主导产
业”的创新元素无处不在，以如椽之笔
勾勒出郑州滨河国际新城发展的绚丽
画卷，以业兴城、以城促产，在产城融
合中壮大综合实力，吸引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汇集，提升郑州经开区
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做好“四篇文章” 建设宜居新城
【郑州发展东南看——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三

据新华社天津8月27日电 在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开幕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7日上午在天
津会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
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本届
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获奖的运动
员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
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兴则体育兴。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
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
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当天上午，天津宾馆会议厅内
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参加会见的代
表们情绪饱满、精神振奋，有的身穿
少数民族盛装，有的胸前佩挂着闪
亮的奖牌。11时许，习近平等来到
天津宾馆会议厅，全场爆发出雷鸣
般的掌声。习近平同参加会见的代
表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大家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全国体育战线全体同
志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
得长足发展，全民健身蓬勃开展，竞
技体育成绩显著，体育改革不断深
化，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大家
为此付出了辛勤努力，我作为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也作为普通的体育爱好者，向同
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
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
中去谋划，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
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协调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
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群
众性体育纳入全运会，组织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就更好起到了举办全
运会的作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万众一心共筑梦，砥砺奋
进谱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总揽
全局，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推进了一系列具
有开创意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7·26”重要讲
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从
明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10篇大型系列
述评“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集中宣传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河南的生动实践。

文章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考察指导河南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展示在省
委的正确领导下，河南坚定不移跟着
党中央令旗走，牢记嘱托，不忘初心，
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
大事上作为，在打好“四张牌”、增强战
略叠加效应、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文化高
地、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等方面迈出的坚实步伐，展示五年来
河南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执着探索与不懈努力，为全国大局
作出的重大贡献。

8月29日，本报将推出大型系列述
评第一篇，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视察河南作出的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发挥优势打
好“四张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等重
要指示，全景再现河南省委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使中央的各项决
策部署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团结带领
亿万中原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奋进，乘
势而上、顺势而为的精彩华章。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及新
媒体平台、省内各主要新闻媒体也将
同步推送，敬请关注。③6（本报记者）

豫机城际：河南“头号”握手“中原一号”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聚焦米字形高铁·记者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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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将推出大型系列述评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

筑梦蓝天 搭建“空中丝路”
——写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通航20周年之际 12│特别策划

建设中
的豫机城际
铁路地下隧
道⑨7 王铮
赵程远 摄

8月27日晚，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举行。图为河南省体育代
表团入场。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8月 27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天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式并宣
布运动会开幕。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天津 8月 27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27日晚在
天津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27日晚的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
场，灯火五彩缤纷，美轮美奂，场内气氛
热烈，鼓乐喧天，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19 时 57 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习近平等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
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20时，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正式
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歌唱祖国》
的旋律，仪仗队员护拥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现场奏响
节奏鲜明的《运动员进行曲》，全运会会
旗、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旗和由100名旗
手组成的会旗方队、裁判员代表方队走

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38个代表团精
神抖擞的运动员代表，分别来自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3个行业体育协会。全场观众用
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运动员们的
到来。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20时 40分，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
会开幕！”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
呼声经久不息。

伴随着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歌的旋
律，全运会会旗和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旗
徐徐升起。

（下转第二版）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天津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宁泽涛领衔“冲金战队”

津彩全运

河南队已获15块奖牌 09│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