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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奏响经典红色旋律 喜迎党的
“十九大”
本报讯 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展望郑州美好前景。昨日下
午 ，郑 州 市 委 市 直 工 委 主 办 的
“伟大的旗帜——郑州市直机关
喜迎党的十九大文艺汇演暨表
彰大会”在市青少年宫举行。省

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工委书记
李恩东，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
长靳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赵新中等出席大会。
本次演出以市直机关党员干
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为主，
共有

22 个 单 位 300 余 名 演 职 人 员 参
加。演出在歌舞《旗帜更鲜艳》中
开场，情景诗舞剧《映山红》、歌舞
《大美郑州》
《江山》、
音乐快板《史志
郑州说新篇》、
情景说唱《旗帜飞扬
铸忠诚》、
戏曲联唱《梨园新韵》……

强化责任 敢于担当

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项
监督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程志明指出，要肯定成绩，
正视问题，坚持不懈地抓好政
府廉政建设。既要始终保持
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切实增强
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以更加
坚 定 的 决 心 和 更 加有力的举
措，把政府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不断推向深入，又要坚持
问题导向，着力标本兼治，以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聚焦点、
突破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廉
政工作。
针对今年我市政府系统廉
政建设工作，程志明要求，要紧
盯重点，突破难点，努力建设为
民务实清廉政府。要以优良政
风带民风，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务
环境；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强化制度减权限权；要切实
管好用好公共资金，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绩效；要规范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杜绝权力寻租腐
败；要强化国资国企监管，坚决
斩断利益传输渠道；
要整治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强化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切
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
能，提升服务发展能力，持续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
程志明强调，今年是党的
十九大召开之年，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贯
彻落实国家对郑州市新定位、
新规划的起步之年，全市政府
系统要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认清形
势，锐意进取，强化责任，敢于
担当，以更加坚决的态度和更
加有力的举措，确保廉政建设
各项工作落实见效，不断推进
政府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为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郑报融媒记者 李爱琴

推进建档立卡回头看
务求脱贫攻坚见实效
本报讯 22 日，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杨福平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就登封市脱贫攻坚和
防汛工作进行调研。
杨福平一行首先来到登封
市唐庄镇寺沟村，调研市委统
战部驻村工作队精准扶贫情

况。2014 年，寺沟村定为省级
贫困村。2015 年 4 月，市委统
战部派定点扶贫工作队进驻寺
沟村，两年来，工作队积极帮助
村两委开展工作，使得寺沟村
于 2016 年顺利脱贫。
杨福平要求驻村工作队要增

强精准意识，
积极推进建档立卡
回头看。抓住关键环节，
做到精
准识别、
精准施策、
精准管理，
务
求脱贫攻坚见实效。随后，
杨福平
又来到登封纸坊水库、河门水
库，
对登封市的防汛工作进行了
调研。郑报融媒记者 张翼飞

可登录“郑州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报名
逐步揭开特警队员日常工作训
练的神秘面纱。观看特警队员
穿越障碍等作训演练时，孩子
们被特警队员矫健的身姿和英
雄气质所吸引，兴奋地不断拍
手叫好。特警队员还为孩子及
家长们讲解防溺水、防拐骗安
全知识，全面提高孩子们的暑
期安全意识。
据悉，2017 年郑州市青少
年快乐大讲堂将在暑期陆续推

本报讯 22 日上午，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周富强带领市水
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赴中牟县
调研防汛工作。
周富强一行先后来到中牟县
黄河河堤九堡控导护滩坝、贾鲁
河综合整治工程等地，认真听取
中牟县黄河防洪形势、黄河滩区
迁安救护、抗险救灾准备及内河
防汛情况。
据了解，中牟县黄河滩区是
黄河下游具有沉沙功能的自然滞
洪行洪区，
涉及万滩镇、
雁鸣湖镇、
狼城岗镇所属9个行政村，
12个自
然村，常住人口 2.58 万人，耕地
8.73 万亩。中牟县黄河堤防长度
占郑州黄河堤防长度约44%，
防守

任务重。此外，
中牟县近年来先后
累计投入资金 23 亿元，启动贾鲁
河综合治理工程，
对县域内贾鲁河
37.1公里进行全线治理。
周富强表示，当前正值汛期，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
作，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
一步落实防汛责任制，超前部署，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汛各
项准备工作。一要切实做好黄河
滩区群众的迁安救护准备工作；
二要制定落实好贾鲁河综合治理
工程各项度汛措施；三要完善各
类防汛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足
额储备防汛料物，落实抢险人员
队伍，
确保安全度汛。
郑报融媒记者 赵文静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本报讯 昨日，市委常委、宣
工作典型经验进行推广，为全市
传部长张俊峰到上街区调研宣传
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树立了榜样。
思想文化工作。
针对上街区文化产业发展情
张俊峰一行先后来到上街区
况，张俊峰表示，上街区启动“双
方顶明清古建筑群、上街文化艺
百工程”，探索文化产业项目建
术小镇、石嘴村书画街，实地调研
设惠民重实效，通过实施文化项
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当地民
目建设引领产业发展，探索实施
间文化传承人、农民书画家、文化 “知名书画家+农户+学员+商户”
产业经营者进行交流，听取他们
的方式，采取“互联网+艺术”的
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商业运作模式，增加农民收入，壮
张俊峰说，上街区以务实宣
大村组经济，切实打通扶贫攻坚、
传为总抓手，
创新推动内宣、
外宣、 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各县
网宣、社宣四项重点工作，实现了 （市）区宣传思想文化单位要借鉴
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示范引领、舆
上街经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深
论引导集群效应的目标，
有力推动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全民
了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
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助力国
文化工作发展。其务实宣传的经
家中心城市建设。
验做法作为河南省基层宣传思想
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我市启动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

青少年快乐大讲堂拉开帷幕
本报讯 暑期来临，家长们
是否又在为孩子如何快乐而又
安全地度过假期而发愁？那就
把孩子送到青少年快乐大讲堂
吧。昨日，由团市委主办的青
少年快乐大讲堂暑期活动正式
启幕，首场活动带领青少年走
进了特警支队。
活动现场，特警支队为孩
子及家长们精心准备了各种枪
支装备展示和警务技能表演，

九大胜利召开的热烈期盼。
会 议 还 对 市 民 政局直属机
关党委等 10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杨红梅等 1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韩恩华等 10 名优秀共产党员予以
表彰。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超前部署排查隐患
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确保廉政建设
工作落实见效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政府
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暨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会议，贯彻落实国
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和省
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去年市政府廉政工作，
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务，进一
步加强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市
委副书记、市长程志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
市 委 常 委 、常 务 副 市 长
王 跃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周富强，省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
副 主 任 、市 政 府 党 组 副 书 记
孙金献，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管委会主任马健，副市长
刘东、
黄卿、
李喜安、
吴福民，
市政
府秘书长王万鹏等参加会议。
会 上 ，市 监 察 局 、市 发 改
委、市财政局、金水区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围绕今年工作安排分
别作了发言。周富强对加强作

一曲曲经典的红色旋律，
一首首动
听的原创新歌，
不仅生动地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而且融入
大量的郑州元素，
抒发了机关党员
干部职工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
对
郑州的无限热爱，
表达了对党的十

出多期内容丰富、精彩有趣的
讲座及实践活动，帮助我市青
少年开拓视野、培养特长，全面
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让孩子
们度过一个轻松愉快而又意
义非凡的假期。感兴趣的家长
可关注“郑州共青团”微信公众
号（zz-gqt），团市委将通过微信
公众号提前预告每期活动内容
并征集报名。郑报融媒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靳静

本报讯 为了解全市居民对
食品安全现状的满意程度，昨日
下午，
“2017 年郑州市食品安全
满意度调查项目”
正式启动。
此次调查工作的调查对象为
郑 州 市 18 至 65 周 岁 的 常 住 居
民，调查区覆盖各县（市）区，同
时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结合各
大抽样方法的适应性，本次采用
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样本。
调查方法采用网络调查和拦截面
访两种调查方法。其中，网络调

查借助第三方公司专 业 的 在 线
问卷调查平台，参与者可以在线
完成网络问卷，然后通过 QQ、邮
件、微信、微博、二维码等推送调
查问卷。
调查工作结束后，第三方公
司将出具完整的分析报告，报告
将提供居民对食品安全意识的认
知情况以及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满
意程度，最终为我市食品安全建
设工作提供相关建议。
郑报融媒记者 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