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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陈润儿在郑州市调研时强调

彰显文化魅力增强承载能力提升产业实力
加快朝着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目标迈进
扫码看新媒体相关报道
●要将文化建设、老城改造、民生改善统筹推进，注重规划衔接、
做好文化挖掘、强调建设品质，通过文化“挖潜”更好展示这座千年商
都的深厚底蕴，提升城市品位、彰显城市魅力。
●近年来，郑州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加快推进城市建设，城市变得越来越大，环境变得越来越美，实力
变得越来越强，成绩令人可喜，变化让人自豪。
●要进一步彰显文化魅力，把文物资源保护好、文脉载体建设
好、文化产业发展好，以文固本、以文化城、以文育人。要进一步增强
承载能力，着力提高住房保障条件、交通支撑能力、公共服务水平，突
出改善环境容量小、水资源不足的现状，补齐城市发展短板。要进一
步提升产业实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本报讯 4 月 2 日，
省长陈润儿
到郑州市调研，寄语郑州市要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进一步彰显文化魅
力、增强承载能力、提升产业实
力，加快朝着建设现代化国家中
心城市目标迈进。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与
“魂”。在位于中牟县的郑州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园，陈润儿逐一察
看在建的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海昌极地海洋馆、
《只有河南》
等项目，对郑州加快推进文化产
业发展表示肯定。在专题听取郑
州四大文化片区的规划建设情况
后，听说不少项目位于老城区，
陈润儿表示，要将文化建设、老城
改造、民生改善统筹推进，注重规
划衔接、做好文化挖掘、强调建设
品质，通过文化“挖潜”更好展示
这座千年商都的深厚底蕴，提升

市领导会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客人

携手加快郑州
现代数字城市建设

本报讯 （记者 裴蕾 肖雅
文）昨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新伟会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芮晓武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
和拓展合作交换意见。
王新伟对芮晓武一行来郑
州表示欢迎，向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郑
州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王新伟说，郑州正紧紧围绕国家

中心城市 功 能 定 位 ，抢 抓 国 家
战略叠加优势，以项目建设为
抓手，加快打造“一中枢一门户
三中心”，城市的带动力、影响
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经济社
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郑
州市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愿
景，希望双方携手加快郑州现
代数字城市建设，进一步深化
在健康医疗大数据、信息安全、

智能制造、轨道交通等方面的
合作，持续提升合作层次，丰富
合作内涵，扩大合作成果，努力
实现合作共赢。
芮晓武表示，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期待与郑州
在网络安全与智能制造、健康医
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
加快构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
生态圈和产业链，为郑州信息化
建设再添新动力。

我市加快推进司法行政工作提档升级

推进
“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
覆盖城乡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
生 朱一玉）全市司法行政工作
会议昨日召开，列出今年司法行
政工作任务清单。
今年，我市要加快推进司法
行政工作提档升级，
抓住重点环
节，找准突破方向，拿出有效举

措，实现破题求进。在全市推广
“1543”立法机制，切实提高政府
立法质量，
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加
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刑罚执行
一体化建设，
加强协调配合，
完善
工作机制；加强公共法律服务标
准化建设，加快融合律师、公证、

司法鉴定、仲裁、司法所、人民调
解等法律服务资源，推进“互联
网+公共法律服务”，尽快建成覆
盖城乡、
功能完备、
便捷高效的服
务网络；推进律师、公证制度改
革，
持续推进律师行业规范化、
专
业化、
品牌化建设。

打造安全整洁有序环境 以崭新面貌迎四海宾朋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新郑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行在即，近
日，郑开环卫作业队强化细节意
识、规范意识和协作意识，扎实
做好大典期间环卫保障工作，让

郑州以崭新面貌迎接四海宾朋。
据了解，郑开环卫作业队提
前两周就开始做周密的道路清
扫工作，采用人机结合作业模
式，昼夜清扫道路和路面设施，

使清扫保洁质量达到“道牙无
尘、路无杂物、设施整洁、路见本
色”的标准，打造安全、整洁、有
序的城市环境，确保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圆满成功。

城市品位、
彰显城市魅力。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住房是城市吸引人才的必要
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推进城市建
保障，陈润儿来到位于郑东新区
设，城市变得越来越大，环境变得
的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
越来越美，实力变得越来越强，成
目，详细了解户型结构、工程进
绩令人可喜，
变化让人自豪。但对
展，关注何时入住、周边配套，并
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标准，还需
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他说，古语 “鼓劲加油”
，
付出更大努力。
讲“筑巢引凤”，我们要实现“盖寓
陈润儿强调，要进一步彰显
聚才”。他叮嘱有关负责人，要抓
文化魅力，把文物资源保护好、文
住当前有利天气加快工程建设， 脉载体建设好、文化产业发展好，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强调度、 以文固本、以文化城、以文育人。
加快进度；要按照整体规划抓好
要进一步增强承载能力，着力提
配套建设，幼儿园、商场等小区公
高住房保障条件、交通支撑能力、
共服务设施一体推进，以高质量
公共服务水平，突出改善环境容
的人才公寓建设，吸引更多人才
量小、水资源不足的现状，补齐城
安家郑州、
扎根河南。
市发展短板。要进一步提升产业
陈润儿还来到刚刚通车的农
实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
业路大桥，实地察看郑州快速路网
代服务业，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情况，详询周边拆迁安置、环
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境治理、
城市畅通等百姓关切的民
黄强、
马懿参加调研。
生问题。他指出，近年来，郑州市
据《河南日报》

三级人大代表
开展立法调研
本报讯（记者 袁帅）昨日上
午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组 织 部 分 全
国、省、市人大代表，开展《郑州
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立法
调研。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荃，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春阳参加调研。
代表一行首先走进河南移
动智慧城市体验大厅，详细了解
智慧城市政务云、民生云、企业
云、农业云、物联网“五朵云平
台”建设情况，听取智慧网络无
缝覆盖解决方案、智慧党建云平
台、互联网+政务、5G 网络技术
应用等情况。据了解，中国移动
目前已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
等城市进行关键技术应用和商
用性验证，今年，包括郑州在内
的 12 个城市也将作为试点启动
行业 5G 业务应用示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代表

认真听取了5G网络在郑州市规模
组网、
商业应用等方面开展情况，
并结合郑州实际，围绕如何加快
5G 网络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遇
到的难题，推进 5G 在远程医疗、
智慧交通、智能公交等行业方面
的应用，让智慧城市更好地服务
城市管理、
服务人们生活、
提高政
务效率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胡荃对郑州移动公司助力
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智慧城市
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
定。他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结
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主动意
识做好专题调研，围绕智慧城市
建设促进条例做好立法准备工
作，认真依法履职尽责，坚持问
题导向，抓住关键环节，助推智
慧城市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为加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作出人大新贡献。

郑州农民工返乡创业
可申请万元创业补贴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加大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力度。
近日，市人社局在市政务服务网
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返
乡创业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全市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申报
工作启动，凡在郑州市区创业的
郑州户籍（含巩义）返乡农民工，
办 理 营 业 执 照 、有 固 定 营 业 场
所、持续经营 3 个月以上且目前
仍在经营的均可申报。

根据要求，经核查公示，符
合申报条件的，给予创业者本人
1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营业
执照注册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27
日以后）。
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26 日内注册且目前仍正常
经营的企业（个体），符合返乡创
业农民工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
仍可申请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补
贴，
补贴标准按 8000 元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