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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二七区召
开2019年文化旅游工作会议，
对今年的工作要点进行安排。

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方面，二七区将全力推进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确保年底前所有乡镇（街道）
和 90％村（社区）达到等级标
准；发挥好省级示范项目“田
园二七文化志愿服务”项目的
示范引领作用；扎实推进区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新建20个图书馆分馆，高标准
建成3~5个“城市书房”。

在推进生态保遗工程、博

物馆建设方面，二七区将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
针，力争今年底前建成高洪寺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完成芦村
河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规划编
制并办理相关手续。

在推进全域旅游转型发
展、培育提升旅游新业态方
面，二七区将打造一批高起
点、高质量、高规格、高效益的
旅游项目，深入推动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同时抓好民宿
经济，推进乡村旅游民宿示范
点建设。记者 张改华

本报讯 歌如潮，情如海，阳
光下舞动幸福节拍……5月31日
上午，郑州城市地标二七塔前，
人头攒动、喜气洋洋。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 100天倒计时活动二七分会
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二七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崔世英和各
界朋友一道，见证了这一喜庆
的时刻。

上午8点30分，活动在《我的
祖国》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与会
领导、嘉宾一起为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0天
倒计时揭幕，并在大会吉祥物“中

中”引领下在 100天倒计时万人
签名汇上留下签名。

记者在现场看到，签名条幅
上有一个火炬传递二维码，拿出
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成为互联网
火炬传递手，为民族运动会加油
打气！

随后，现场舞龙、舞狮、杂技、
戏曲等民间文艺演出轮番登场，
把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9点
整，二七塔上传来悠扬的《东方
红》乐曲，在整点报时的钟声伴奏
下，现场一起倒计时。

“中华手拉手，把心聚起来，
石榴结籽抱一团，我们为梦想喝

彩。中华手拉手，让爱汇成海，走
在民族复兴大道上，我们拥抱新
时代……”在演员与群众同唱的
《中华手拉手》中，启动仪式圆满
结束。

据了解，启动仪式后二七区
各街道将陆续开展“当好东道
主，办好民族运动会”市民签名
及演出活动，充分利用“文艺演
出下基层”等活动对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进行宣传助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威，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记者 张改华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二七广场百日倒计时开启

郑州市、二七区领导到幸福路小学慰问师生

大朋友寄语小朋友：要快乐成长
本报讯 5月29日上午，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建强、二七区
委书记陈红民等 领导到二七
区幸福路小学慰问师生。

到校后，少先队员代表为“大
朋友们”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在
幸福路小学校长胡建玲介绍引导
下，大家实地参观了校园文化、了
解学校教育理念，并进入篮球文
化室、信息化图书馆等教室与孩

子们互动，鼓励孩子们好好学
习。在近距离观看了古筝、篮球、
国旗护卫队、幸福小交警等社团
的训练和展示后，“大朋友们”为
小朋友送上书本、篮球、跳绳等节
日礼物，向全校少年儿童送上节
日的祝福，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
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教育工作者
表示敬意。

陈红民一行又来到二七区实

验幼儿园慰问师生。小小讲解
员对学校特色的介绍生动有
趣，篮球操等表演“萌萌哒”，现
场欢声笑语、掌声阵阵。“大朋
友”和小朋友们相互赠送节日
礼物、寄语孩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并嘱咐园方更好地办好教
育，培养更多人才。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王娜娜

金水河城市文化公园
游客服务中心开放
二七区同步启动“守护地球 童心童行”公益计划

本报讯 6月 1日，二七区政
府在郑州华侨城举行金水河城市
文化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开放仪
式，同步启动“守护地球 童心童
行”公益计划。二七区委副书记、
区长苏建设等领导出席。

金水河城市文化公园围绕
金水河展开，在两岸建设城市
公园，结合童趣、活力、文化等
城市旅游新坐标，形成金水河
畔的亮丽风景。金水河城市文
化公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一
个都市公园聚集区，集文化、旅
游、娱乐、休闲、人文艺术为一

体的城市会客厅。二七区政府
也以此次开放活动为契机，启
动由二七区教育体育局和郑州
华侨城共同承办的“守护地球
童心童行”计划，将环境保护与
实践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推
动郑州市二七区环保教育工作
和绿色人文城市建设。

苏建设表示，金水河城市文
化公园项目是二七区全面打造
“品质二七、田园二七、温暖二七”
的重点项目之一，将为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发挥重
大积极的作用，游客服务中心的

开放，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美
好开端，也是西南部美好生活的
启幕。

活动结束后，苏建设一行参
观了金水河城市文化公园游客服
务中心，希望金水河城市文化公
园项目加快建设，助力二七新区
产业升级。

金水河城市文化公园游客
服务中心的开放不仅仅是二
七美好新生活的篇章，更为全
市人民献上了一份美好生活的
大礼。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郭佳星

本报讯 5月 27日至 6月 1
日，郑州市二七区纪检监察业务
和作风建设综合培训班在浙江大
学开班。全区 86名一线纪检干
部从职场来到高校教室，集中“充
电蓄能”。

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教
学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邀请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等业务骨
干专家前来授课。开设了谈
话取证方法、案件查办技巧及
改进作风 ,防止和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实践指导性强
的课程。

二七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会主任高天翼在开班会上
强调，学员们要珍惜这次难得

的学习机会，认真钻研，苦练内
功。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更加
坚决的态度、更加忠诚的立场、
更加优良的作风、更加严格的
要求，共同做好新时代纪检监
察工作，为打造“三个二七”、建
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
提供坚强保证。
记者 张改华

二七区纪检监察业务和作风建设综合培训班开班

86名一线纪检干部集中“充电蓄能”

本报讯 6月 4日上午，二
七区 2019年社区“两委”成员
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区委
组织部、区委党校主管领导，
各社区“两委”成员参加开班
仪式。在 2019年上半年各项
目标冲刺、工作收官的关键时
刻，二七区举办这次社区“两
委”成员培训班目的是希望大
家通过学习交流，进一步拓宽
思路、提升素质、增强本领，在
城市服务治理中积聚更大力
量、释放更多热量。

会议强调，近年来，中央、
省、市对新形势下的城市基层

党建和服务治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各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要加强班子自身建设，提高社
区工作战斗力；要狠抓贯彻落
实，提升社区工作执行力；要积
极总结探索，提升社区工作创
新力。对于本次培训，会议要
求全体学员要用心学、端正学
风、学以致用，为社区建设与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本次
培训为期3天，覆盖全区122名
社区“两委”干部，采取集中培
训的方式进行。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王菁

2019年文旅工作会召开
二七区将新建20个图书馆分馆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二七区工商联与区检察院联
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沟通
联系机制服务民营企业的意
见》，并举行了文件会签仪
式。根据意见要求，两部门将
加强日常联系，定期开展民企
服务活动，建立健全沟通联系
机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发展、
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

目前，区工商联和区检察
院正逐步健全日常联系机制，
围绕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服务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交流，深
入了解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诉求，
研究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有关举
措，确保建立能够满足需求的
交流沟通机制；两部门将建立
联合调研机制，共同组织开展
专项调研，健全民主监督机
制，着力加强涉民营企业案件
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的监督，

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同时，双方信息互通共

享，引导民营企业合法经营、
规范发展，检察机关对办案中
发现的民营企业管理漏洞和
经营不规范问题，深入分析原
因，找准管理风险点和制度缺
陷，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工商
联有效运用检察建议，积极促
进问题解决，教育引导民营企
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

另外，两部门还将联合开
展宣传培训，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模式
和载体，创新普法教育手段
和形式；通过以案说法、法律
课堂等，开展送法入企业入
商会活动，帮助民营企业家
提高法治意识和法律思维，增
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实现健
康发展。
记者 张改华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定期开展民企服务活动
二七区工商联、区检察院建立健全沟通联系机制

二七区社区“两委”成员培训班开班
拓宽思路 提升素质 增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