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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脱贫攻坚工作扫描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10月 25日上午，第八
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幕式暨拜谒
活动在商丘华商文化广场隆重举行。

本届华商节由政协河南省委员
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商
丘市人民政府、中国侨商联合会、河南
省工商业联合会、河南省归国华侨联
合会承办。节会的主题是：“殷商之
源、通达商丘、华商同心、天下一家”。

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并宣布第八
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懿，副省
长、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中国侨联副
主席、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
奕龙等出席。

王战营在致辞中说，商丘是殷商
之源、区域枢纽、开放前沿，黄河文明
和殷商文化在这片土地兼收并蓄、和
谐发展、交相辉映。商丘将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坚决抢抓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等国
家战略机遇，大力建设国家区域中心
城市，积极推进殷商故城申遗，持续打
造“殷商之源·通达商丘”城市品牌，奋
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商丘绚丽篇章。

9时 9分，第八届中国·商丘国际
华商节开幕式暨拜谒仪式开始。拜谒
仪式共有九项：盛世礼炮、敬献花篮、
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商乐
敬颂、众志成城、同颂商愿、祈福中华。

据悉，因统筹考虑疫情防控需要，
本届华商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
线上为主”的方式呈现。来自境内的
华人社团代表、华商客商代表在主会
场参加活动，其他华商代表在全球不
同时区设立的7个分会场参加活动。

另获悉，10月 23日—24日，商丘
各县（市、区）举行了第八届中国·商丘
国际华商节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
70 个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 382 亿
元。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10月 23日，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党支部书记汤
长军与村民说着村前这条路带来的
变化，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没过时。”
他说，这条路修好后，村里发展了温
室大棚种植和乡村旅游，吸引游客
采摘、进行农事体验，不仅聚集了人
气，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实现了由
贫困村向美丽乡村的嬗变。

一条农村公路，连接的是乡村与
城市，带来的是富足与希望。自
2018年 6月起，焦作市累计创建“四

好农村路”5351公里，190个贫困村
全部实现了通路、通车、通邮，催生了
乡村的“蝶变”，架起了振兴的桥梁。

“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冲刺
倒计时、收官交账期，没有任何退
路和弹性，必须夺取全面胜利，把
这项政治任务、民生工程不折不扣
完成好。”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
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
正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
感、现实紧迫感，努力啃下最后的

“骨头”、拿下最后的“山头”、攻下最
后的“堡垒”。

9 月 25 日，博爱县北部山区的
寨豁乡江岭村饮用水工程竣工通
水。（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10 月 23 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
信，对他们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
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老中青少
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
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
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

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 70 周年为新起
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
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
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
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文化部戏
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办于1950年，
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举办的第一所戏
曲教育机构。近日，中国戏曲学院一些
师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
院7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了为繁荣戏
曲事业贡献力量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第八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幕
刘伟出席

脱贫致富换新颜焦作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孙
婷婷）10 月 25日，连续火爆两天的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
招才引智专项行动”高端人才（项目）
对接洽谈会顺利闭幕。

自 2018 年以来，我省连续 3年举
办“招才引智”大会，据了解，前两届大
会，累计近10万各类人才签约，落地人
才项目超万个。“招才引智”大会连续
成功举办，已经成为中原大地吸引人
才的一张亮丽名片。

今年为了应对疫情影响，我省在吸
引人才方面又推出了政策升级版。对全
职引进的顶尖人才，省政府将给予500
万元的奖励补贴；郑州等省辖市对毕业3
年内来豫工作的全日制博士、硕士、本科
毕业生和技工院校技师，每人每月给予
生活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博士、硕士和

“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毕业生，给予2
万—10万元首次购房补贴；编制部门拿
出一定数量人才编制，专门用于引进高
层次人才；到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科研的
人才，若有意离岗创办企业，可在5年内
保留人事关系和基本工资，并享有职称
评审、岗位晋升、社会保险等权利；规划
建设了一批青年人才公寓项目，专门用
于解决青年人才居住问题。③9

“招才引智”大会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闭幕

一纸招贤帖“引”才四五万

擘画新蓝图 开启新征程
—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夏远望

“从群众认识你，到群众认可你，

再到群众认同你”。省委主要领导在

与年轻干部代表座谈时，年轻干部这

样一句群众工作心得体会，令人印象

深刻。

让群众认识，看似简单，其

实不然。《半月谈》记者调查发

现，一位数千人大村的村干部

干了多年，仍有许多村民不认

识她。群众连你长啥样、叫啥

名都不清楚，又怎能和你心连

心？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把群众当亲

人，经常与群众坐一条板凳，才能从“脸

生”到“面熟”。

认识是基础，认可是关键，是更深

一步的“认识”。有干部坦言，刚当第一

书记时，上门也敲不开老百姓的门。

扶贫干部吴树兰曾连续 7天为 17户奶

农拉牛搬家，在粉碎机旁一站就是十几

个小时，劳累过度晕倒在牛场。为跑一

个菇沼肥项目，她在北京一个宾馆门口

等了 11个小时。丢掉“官气”才能集聚

“人气”，用服务换来群众服气，

就能让老百姓竖大拇指。

认识、认可，最终是为了领

着大伙儿一块儿干、带着群众

跟党走。无论脱贫攻坚、疫情

防控，还是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群众看党员，党

员看干部，党员干部要经得住群众

“看”，从认识到认可、从认可到认同，和

群众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就能把

工作价值绽放在群众的笑脸上，同心

同向，共谋出彩。2

认识 认可 认同

本报讯（记者 杨凌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陈浩）文化是一座城市
的精髓和灵魂。10月 25日上午，备
受市民关注的郑州美术馆新馆正式
开馆，这意味着古都郑州又添一处
亮丽的文化新地标。

当天上午，包括 6项展览、7场
学术活动及 30 余场公共教育活动
的“聚美中原——郑州美术馆新馆
开馆首展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
动共展陈藏品 1033件（幅），涵盖书
法、篆刻、油画、国画等多个艺术门
类。其中 6大展览分别是：“西泠印
社社藏精品展”“闲庭信步——李刚
田书法展”“河南印社珍藏古玺印封
泥展”“情境与选择——段正渠作品
暨 文 献 展 ”“ 大 河 永 续·星 火 传
薪 ——河南当代青年美术家邀请
展”“青春万岁：新中国美术的青春
时代——中央美术学院馆馆藏精
品展”。

据了解，除“河南印社珍藏古玺
印封泥展”将于 12月 26日结束，其
他展览活动于 2021 年 2月 28日结
束。所有展览开放时间均为周二
至周日 9:00至 17:00，市民可拨打
电话0371－67759591预约，也可通
过“郑州文旅云”微信公众号提前 1
至7日凭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③9

郑州美术馆新馆开馆

打卡新地标 探寻文艺范

习近平向波兰总统
杜达致慰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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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观众在馆内欣赏艺术作品。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徐建勋 冯刘克 赵志浩

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道路综合
改造工程开展以来，金水区深刻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打造

“活力街道、特色空间、高效交通”示范
性街道这一目标，牢牢把握“两优先、
两分离、两贯通、一增加”等建设理念，
通过包括市政交通、景观绿化、建筑立
面等在内的道路综合改造工程，推动
辖区品质进一步提升，持续改善人居
环境，不断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扛稳责任 克难攻坚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和筋骨，体现
一座城市的精气神。道路有机更新是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切入点，能
够有效激发老城区活力，带动城市形
态、业态、功能更新。

为治理交通拥堵、停车难等“城市
病”，不断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治理能
力，去年 11月，《郑州市城市道路综合
改造工程实施方案》印发。按照该方
案，从去年12月到 2021年 12月，郑州
市将分 3期实施“一环十横十纵”道路
综合改造工程，其中“一环”为三环快
速路，“十横”为三全路、东风路、农业
路等 10条东西走向主要道路，“十纵”
为中州大道、未来路、经三路等10条南
北走向主要道路。

2021年年底前，郑州市将完成“一
环十横十纵”道路路面、交通设施、雨
污水管网增容、水电气暖及通信管线

等配套设施建设、架空线缆入地、街道
景观绿化及城市家具、沿街建筑立面
改造提升工作，通过道路综合改造工
程带动城市管理提升与人居环境改
善。

工程实施中选取示范路段先行开
展改造工作，通过综合评审、群众参与
完善方案，成熟后再全面推开。改造
任务将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有
序推进。

在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道路综
合改造工程中，金水区承担了重要任
务。据介绍，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
主干道改造共计 21条路 382公里，涉
及金水区 14条路 95公里。其中一期
工程全市共7条，涉及金水区4条路20
公里。另外，该区今年还要完成 71条

支路背街改造。
作为郑州市中心城区，金水区道

路综合改造腾挪空间小，施工难度大；
省直单位多，协调难度大；建筑密度
高，拆迁难度大。该区扛稳责任，克难
攻坚，牢固树立抓道路有机更新就是
抓环境、抓发展、抓民生的思想，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高位谋划，高标
推进，目前，3条示范路段道路已全部
完成，其余一期工程已于 6月份开工，
目前基本完成。

在设计施工过程中，金水区本着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理念，通过设计改造，解决城市公
共空间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功能问
题、舒适问题与管理问题，提升城市
空间环境品质。依据金水区环境现

状，提取与挖掘金水元素，系统打造
金水特色城市家具系统。通过改造，
让市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更舒适、更
方便、更安全。

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

在这次道路综合改造工程中，金水
区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注重“以人
为本”和“功能提升”，注重“科学统筹”
和“因地制宜”，注重“美化增彩”和“成
本控制”，力求以“工匠精神”和“绣花功
夫”精耕细作，将百姓群众所需、所急、
所盼、所想作为改造的根本出发点牢牢
把握，重“面子”更重“里子”，重“美化”
更重“功能”，重“靓丽”更重“成本”。

该区把道路综合改造作为城市有

机更新、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水平提升
的重要载体，与核心板块建设、城中村
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创新经济发
展统筹考虑，优化提升业态，增强道路
改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经三路农科路道路综合改造为
例，金水区全面系统地改造街道的 U
形空间，即建筑立面、人行道、景观和
城市家具，对其统一色彩、统一标准、
统一元素。同时延续农科路酒吧街业
态，以节点景观、城市家具和雕塑标识
为亮点进行特色打造，体现酒吧街的
特点。着重对环境色彩进行调整，将
地面色彩降下去，系统改造周边建筑
的色彩与材质，将原有纷乱的色彩统
一起来，增强城市环境协调性与舒适
度。（下转第八版）

郑州市金水区 建设承载城区高质量发展的幸福路

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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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期间累计入场求职人才

约4.5万人

硕博学位及副高职称以上高端人才

达成初步签约意向 11522人

省直博士 1510人，省辖市博士及

副高职称以上111人、硕士1151人

全省通过事业单位人才引进

绿色通道现场办理入职手续

3703人

其中

制图/单莉伟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至 17:00
预约方式：电话0371-67759591

微信公众号“郑州文旅云”

数说“招才引智”
详见05│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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