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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王继兵）
昨日，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炯来到
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看望广
大师生，参加省会少先队庆六一
联合主题队日活动，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
祝福，向为孩子们成长付出辛勤
劳动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
示崇高的敬意。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段喜中，副省长

徐济超，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省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张德广，
省教育厅厅长朱清孟，省妇联主
席郜秀菊，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
王艺，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
靳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焦豫汝
等参加活动，和孩子们共度六一
国际儿童节。

上午 10时许，王炯一行来到
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参加
由团市委、市少工委开展的“喜
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

心里话”少先队庆六一联合主
题队日活动。在学校操场上，
王炯一行参观了作品展板，并
不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鼓励
他们好好学习，祝福他们茁壮
成长，希望他们争做懂感恩、知
礼仪、辨是非、有理想的新一
代。王炯一行还走进教室，与
少先队员代表们一起参加“喜
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
心里话”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
和孩子们一起重温党的历史，共

同感受少先队员快乐的学习生
活，体会少先队员心中对党的崇
敬与热爱之情，并向即将毕业的
孩子们赠送毕业纪念卡，勉励他
们树立远大理想，不断提高综合
素质，早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据悉，为了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让
少先队员感受党和国家事业的新
发展，关注了解十九大，按照全
国、省少工委的统一部署，团市
委、市少工委组织全市983个少先

队大队和 1.6万个少先队中队在
六一期间开展“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主题队
日活动累计1200场次。活动采取
主题队会、网络留言、儿童画、明
信片等方式，分享队员们的感受
与行动、心愿与期盼、志向与梦
想、意见与建议，引导少先队员感
受党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理
解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
历史任务，从小做到立志向、有梦
想，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省会举行少先队庆六一联合主题队日活动
王炯等参加活动 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

本报布鲁塞尔专电（本报特派
记者 杨柳）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不靠海，不沿边的郑州渐成
中国内陆开放的重要地带，与欧
洲国家的交流合作好消息不断。

5月 31日，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召开的第 10次中欧区域
政策合作高层对话会传来好消
息：郑州作为中欧区域政策合作
案例地区，与希腊阿娜卡梅特罗
市就开展中欧区域及城镇政策合
作达成合作意向。

同时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兄弟
城市还有重庆市、汕头市、长春净
月高新区、福建龙岩市。他们分
别与德国曼海姆市、保加利亚布
尔加斯市、西班牙马拉加市、捷克
布拉格市一对一结对。

作为中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中
心之一、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郑
州与欧洲地区的商贸往来早已密
切。2016年郑州市对欧洲进出
口达 98.4亿美元，郑州企业在欧
洲新设或并购各类企业20多家，
欧洲国家在郑州投资企业39家，
投资总额3亿多美元。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中欧区域政策合作项目已经启动
了14年，对于志在国家中心城市、
当好全省发展“龙头”的郑州而言，

能够跻身第二批中欧区域政策合
作案例地区，意味着为奋斗目标的
顺利实现，平添了一个新支点。

其实，支点何止一个。今年
4月，郑州与安达卢西亚智慧城
市联盟签约，正式成为该联盟成
员，双方将在城市规划设计、建设
管理、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合作。

同样是在 4月，在西班牙首
都马德里举行的世界城市和地方
政府联合组织（UCLG）世界执行
局会议上，郑州成为UCLG交通
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城市，今年下
半年的UCLG交通委员会全球会
议将在郑州召开。

还有，郑州已与法国波尔多
圣艾美隆市签约，共同建立“经济
互惠城市”关系。

“国际郑”的朋友圈正一次次
壮大。

号称“欧洲首都”的布鲁塞
尔，不仅是比利时的首都和最大
的城市，还是欧盟主要行政机构
所在地和北约的总部驻地，一向
是高规格国际会议和官方团体日
常会议的举办地。

5 月 31 日，第 10次中欧区
域政策合作高层对话会在布鲁塞
尔召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
委胡祖才副主任与欧盟委员会

科丽娜·克雷楚委员举行会谈，并
就在国际城镇合作项目的支持下
深入推进中欧双方案例地区合作
达成了共识。

国际城镇合作项目，主要致
力于推动中国与欧洲城市及地区
城镇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跃华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发言，
他从郑州的历史、战略地位、区位
和交通优势等多个方面向与会的
欧盟成员国家的官员们介绍了郑
州的概况，并提出了列入中欧区
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之后，郑州
与欧盟合作的几项措施。

包括规划使领馆区；与安
达卢西亚智慧城市联盟合作
共建智慧城市示范区；积极
引 进 国 际 一 流 名 校 落 户 郑

州；与德国加强合作，共建中德
中小企业孵化器和中德技术转移
中心；建立欧盟中国检测认证（中
原）中心等。

王跃华说，今后，郑州市将以
“一带一路”为纽带，以列入中欧
区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为契机，
充分发挥节点城市作用，与结对
城市深入交流，进一步深化与欧
盟在经贸、产业、城镇、科技等多
领域的合作。

作为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
富的崛起之城，伴随着郑州成为
第二批“案例地区”，一个充满神
秘色彩却又创新开放的郑州，一
定会与欧盟各方的合作将更广
泛。郑州也正借着国家大力支持
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动力，努力
打造着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都市。

“欧洲首都”布鲁塞尔传来好消息

郑州与希腊阿娜卡梅特罗市“结对子”
作为中欧区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发挥节点城市作用与结对城市开展深入合作

中欧区域政策
合作案例地区的
来龙去脉

中欧区域政策合作开始
于 2003 年，国家发改委与欧
盟委员会于 2006 年建立“中
欧 区 域 政 策 对 话 机 制 ”，同
时启动“中欧区域政策与促
进地区合作全球化推广试行
项 目 ”，包 括 双 方 轮 流 举 办

“ 中 欧 区 域 政 策 高 层 研 讨
会”等形式。目前，已举办11
次对话和研讨活动。

2013 年国家首次批复中
欧区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首
批 包 括 ：广 州 开 发 区 、天 津
市、成都市、武汉市、汕头市等
5个地区。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
正式批复郑州市、重庆市、汕
头市、长春净月高新区、福建
龙岩市成为第二批“案例地
区”。据悉，郑州市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就着手申报中欧
区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

■新闻链接

广大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
因实施陇海路快速通道工程

107辅道南延伸落地段的需要，为
确保施工质量与安全，现对 107辅
道（经北四路——航海东路段）主
线快车道实施全封闭施工。公告
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 经北四路
至航海东路主线快车道。

二、封闭施工时间 预计 2017
年6月2日至2017年8月31日。

三、封闭施工绕行方案
（一）107辅道（陇海路南侧）

由北向南车辆 107辅道经北四路
路口——经北四路——陆港大道
或经开第十八大街——航海东路
——107辅道南；

（二）107辅道高架桥（航海东
路北侧）由南向北车辆 107辅道
航海东路口——航海东路——陆
港大道或经开第十八大街——经
北四路——107辅道北。

四、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私自通行者，
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工程损失及
行为后果。

施工期间给广大市民、沿线群
众和过往车辆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郑州市陇海路快速通道工程

项目部
2017年6月1日

关于对107辅道经北四路至航海东路段主线快车道封闭施工的公告

封闭期间绕行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