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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王治）南有杭州“双11”电
商节，北有郑州“双12”创客节。昨
日，备受关注的双12创客节暨第五届
中国创客领袖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800多
名创客精英汇聚一堂、共话“双创”。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培华宣布大会开幕。河南省委
原书记徐光春，全国工商联党组
成员、专职副主席李兆前，民建中
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以及省市领导戴柏华、
龚立群、王新伟出席活动。

副省长戴柏华在致辞中表
示，创新创业创造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动力源泉，省委、省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的重要讲
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
创新创业创造摆在发展全局的突
出位置。中国创客领袖大会成功
举办了四届，已经成为河南郑州推
进创业创新创造、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载体。我们将以举办双12
创客节暨第五届中国创客领袖大
会以契机，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加强载体平台建设，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降低创新创业创造成
本，加速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
动能，为实现更充分就业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市长王新伟在致辞中指出，

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郑州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全力谋划建设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
心示范区，聚焦打造沿黄生态保
护示范区、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
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三
大定位”，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城市高质量建设、对外
开放高水平构建。郑州将着力搭
平台、创环境、优服务，打造开放之
城、活力之城、创新之城、宜居之
城、幸福之城，全方位支持中国创
客领袖大会办出特色、办成品牌，

努力让郑州成为广大创客施展才
华的舞台、成就事业的沃土、安心
创业的家园，共同让创新创业创造
之花在郑州竞相绽放。

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主席、天
明集团董事长姜明在致辞中表
示，作为一名企业创客，将以“让
创业更容易、助创客更成功”为责
任，主动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时代潮流，切实当好新时代
“双创”的探索者、实践者、铺路
石，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创新创
业创造生态链，真正让中国创客
领袖大会成为河南郑州创新创业
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据悉，第五届中国创客领袖

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创业创造创
未来”，大会揭晓了 2019中国投
资十大年度人物和创客十大年度
人物，发布了《2019 双创白皮
书》，举办了南北对话双城论坛和
创业主题演讲。民建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物
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建业集团
董事长胡葆森，腾讯集团副总裁
马斌，熊猫传媒创始人申晨，阳光
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Ultrain联
合创始人廖志宇，三全集团创始
人、万江集团董事长陈泽民，微医
集团创始人廖杰远等嘉宾分享交
流了创新创业经验和感悟。
更多内容详见AA04-05版

第五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在郑举行

创客精英齐聚郑州共话“双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农业农村部农村
社会事业促进司、国家发展改革
委社会发展司、中国经济信息社
日前在北京联合发布首批 18个
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新
郑市“戏曲进乡村”作为河南省
唯一一个典型案例成功入选。

为着力抓好农村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建立全民覆盖、普惠
共享、城乡一体、均等服务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新郑市结合当地
实际，把补齐农村文化短板作为
切入点，坚持从“送戏下乡”到“种
戏养戏”，建立乡村戏曲服务平台
和机制，激活本地戏曲文化资源，
培养本地戏曲人才，扩大和巩固
地方戏剧基础，成功开创了“戏曲
进乡村，唱出大天地”农村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的“新郑模式”。

据介绍，近年来，新郑紧贴
戏曲文化群众基础深厚的实际，
以“戏曲进乡村·欢乐进万家”文
化惠民工程为抓手，以文化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坚持政府主导、

科学谋划，强化保障、夯实基础，
加强培训、搭建舞台，通过“百姓
点单、政府买单”、建设镇村“文
化地标”、打造戏曲“云平台”、
“戏曲进校园”等多种措施，市财
政总计投入演出经费 900余万
元，购买演出 2114场，实现了每
个行政村每年看 2场戏的目标。
在城乡、文体广场、街头巷尾，自
发集结的自娱自乐演唱活动随
处可见，成为群众文化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据悉，新郑市已连续13年组
织举办综艺晚会或戏迷擂台赛，
每年演出 50余场次，连续 17年
开展“百场演出送农民”和“共走
创业路，同唱和谐曲·百场戏曲
巡演”活动，投入经费 2000余万
元，培养戏曲骨干和爱好者 6000
余人次，发展文化志愿者5000余
人，真正让“戏曲进乡村”惠民利
民、常态常效、丰富多彩，不断满
足基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为加快实施乡村振
兴、决胜全面小康提供文化支持
和精神动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记者昨日从市妇联获
悉，即日起，市委宣传部、市人社
局、市妇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
十三届郑州市“十大杰出女性”
评选活动。

郑州市区域内各个领域、各
条战线、各个行业的女性均可参
加评选（含来郑打工、投资经商三
年以上的外地、华裔、外籍女
性）。历届市级以上（含市级）“十
大杰出女性”和副县级以上（含副
县级）女领导不再参加本次评

选。各县（市）区可推荐1~2名候
选人，市直机关各委局和企事业
单位可推荐1名候选人。最终由
第十三届郑州市“十大杰出女性”
评选活动组委会表彰第十三届郑
州市“十大杰出女性”10名；由郑
州市妇联表彰郑州市“优秀女性”
若干名和郑州市“十大杰出女性”
评选活动优秀组织奖若干个。

本次评选活动采取组织推
荐、个人自荐、审核考察、评委会
评定的评选办法。申报截止日
期为12月26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昨日，在“冬游烟台·品味
鲜美”文化旅游（郑州）推介会
上，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向郑州
市民发出冬游烟台的诚挚邀请。

据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烟台地处黄海
渤海之滨，是亚洲唯一的国际
葡萄酒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拥有“中国四大名楼”蓬

莱阁、中国古典园林典范三仙
山、“仙山之祖”昆嵛山等旅游
景区 78家，每年吸引着 8000多
万海内外游客漫步仙境故事、
体验鲜美生活。

烟台市旅行社协会结合两
地旅游客源互送现状，利用烟
台区位优势，结合航空、水运资
源，向郑州推广“烟台+东北”
“烟台+日韩”的定制路线。为

鼓励旅行社开拓旅游市场，烟
台还推荐了首批 20家“烟台旅
游地接社单位”。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以本次推介会
为契机，两市文旅局、旅游景区
和旅行社代表通过探讨客源互
送、资源互享等多种形式开展
合作，必将进一步加深郑州与
烟台文化旅游跨区域合作。

首批18个全国农村
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发布

新郑市“戏曲进乡村”入选

郑州“十大杰出女性”开评
郑州牵手烟台开展旅游合作
“冬游烟台·品味鲜美”文旅推介会走进郑州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凯 覃岩峰 王治）昨日，备
受 瞩 目 的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2019 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在郑州奥体中心体
育馆开幕。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
托马斯·维克特、国际乒乓球
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哈利勒·莫
汉纳迪、国际乒乓球联合会首
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中国
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副主
席柳屹出席开幕式。

副省长戴柏华出席并宣
布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
黄东升，河南省体育局局长万旭
出席开幕式。市领导王新伟、
孙晓红出席活动。

托马斯·维克特在致辞中
表示，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
决赛在年底再一次拉开帷幕，

全世界最优秀的乒乓球球星
将为年终冠军展开争夺之战，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将为所有
参与此次比赛的运动员送上
最美好的祝福，也祝愿郑州世
界巡回赛总决赛精彩、圆满、
成功。

刘国梁在致辞中表示，河
南是我的家乡，能在河南郑州
举办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倍感
骄傲和亲切。在激烈精彩的
国际乒联年终总决赛之外，
2019中国乒协会员联赛总决
赛也同期在郑州奥体中心举
行，这是中国乒协大举推进全
民健身运动的创新型举措，相
信本次赛事定会为全国观众献
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市长王新伟在致辞中表
示，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
决赛时隔 7年再度在中国举

办，并将举办地放在郑州，既
是对郑州建设发展的肯定，
也是对河南人民的鼓舞，必
将持续提升乒乓球运动在中
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我们
将全力为赛事提供有高度、
有温度、有热度，立体化、高
层次、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用
心用情让本届赛事高水平高
质量，擦亮乒乓球赛事的“郑
州品牌”。

据了解，2019国际乒联世
界巡回赛总决赛是河南、郑州
首次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的国际性乒乓球赛事。此
次赛事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
打和混合双打 5个项目，共有
来自 13个国家和地区的 59名
运动员参赛，比赛将于本月 15
日结束。
更多内容详见AA07版

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拉开战幕

乒坛顶尖高手
郑州直通奥运
15日前可到郑州奥体中心
观看乒乓球精彩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