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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2017 郑州两会特别报道

市领导参加中原区代表团审议
本报讯 4 月 9 日下
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午、10 日上午，市人大常
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
委会主任白红战来到他
发挥了“排头兵”和“桥头
所在的中原区代表团，和
堡”的作用。
代表们继续审议政府工
白红战说，政府工作
作报告，审查《关于郑州
报告全面贯彻
“五位一体”
市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
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
战略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布局和新发展理念，
体现了
2017 年计划（草案）的报
市政府积极推进
“四重点一
告》
《关于郑州市 2016 年
稳定一保证”
工作总格局的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工作成果，是一个求真务
2017 年财政预算（草案） 实、
凝聚人心的好报告。报
的报告》，审议关于接受
告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精
有关同志辞职的决定（草
心部署，
明确了指导思想，
案），审 议 选 举 办 法（草
制定了预期目标，提出了
案），审议市十四届人大 “五个必须”
，
谋划了六个方
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面的重点工作，
切实可行。
员人选表决办法（草案）。
白红战说，把郑州建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既
焦豫汝参加审议。
是中央的方略，也是郑州
审 议 中 ，白 红 战 、 人民的期盼，更是郑州的
焦 豫汝、刘建国、万正峰、 责 任 和 使 命 。 白 红 战 建
阎 铁 成 、乔 耸 、文 广 轩 、 议，郑州要发挥好得天独
刘 文 锴、张中青、
周荔青、 厚的区位优势、发挥好多
张明剑、高宏伟、石大东 、 重政策的叠加优势、发挥
黄 国甫、连鸿凯、张国栋、 好不断集聚的人口优势、
张清泉、
王东升、韦强启、 发挥好底蕴深厚的文化优
刘树森、刘宝琴等代表先
势，
以实干推动发展，
以实
后踊跃发言。代表们认
干赢得未来，进一步推进
为，过去的一年，郑州的
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

市领导和委员
一起讨论报告
本报讯 9 日下午和
10 日 上 午 ，市 政 协 主 席
王 璋和委员们一起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财
政报告。
委员们认为，
政府工作
报告对未来我市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科
学地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报告提出的科学推进新型
城镇化，扎实推进结构调
整，
持续推进开放创新，
突
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
全
面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
为我市勾勒出美好宏伟
的发展蓝图，
符合郑州发展
实际，
委员们表示，
要围绕
报告的部署，
在汇集民智、

凝聚力量等方面更好地发
挥作用。
在听取委员们的意
见和建议后，王璋对委员
们履职尽责的精神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要求，各
级政协委员要以更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充分
发挥精英作用；要继续完
善“五联手”工作机制，探
索新形势下的履职平台；
要提高提案质量，多出精
品提案，同时要保证提案
的准确性，
做到言之有物，
注重提案转化效果，对于
好 提 案 要 注 意 收 集 、整
理，要件件有反馈，有回
声，为我市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
南省人民会堂举行。
会议应到委员 544 名，
实到委
员502名，
符合规定人数。
市政协主席王璋，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郭锝昌，市政协副主席
张建国、朱专兴、张冬平、
李新有、
张民服、
崔凡、李 玉 辉 、吴 晓 君 、
王 顺 生 、薛 景霞，秘书长陈松林
出席会议。会议由张冬平主持。
市领导马懿、程志明、靳磊、
王跃华、杨福平应邀到会听取委
员们的发言。
会上，9 位委员作了发言。其

中，
于珊委员代表民建郑州市委员
会作《高起点、高标准打造创新示
范区，
助推我市创新发展跨上新台
阶》的发言；马新海委员代表市政
协城市建设委员会作《强化综合交
通枢纽功能，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的发言；
顾万发委员作《加强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
推进郑州华夏文
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发言；
郑高飞
委员代表九三学社郑州市委员会
作《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的发言；刘五一委员代
表民革郑州市委员会作《打造中小
微企业创业核心区，
服务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发言；于宏委员代表

市政协农业委员会作《突出贾鲁河
绿化景观本土特色，
打造郑州生态
新名片》的发言；
郝伟委员代表民盟
郑州市委员会作《加快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
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郑州片区建设》的发言；
周克俊
委员代表郑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作
《大力发展民营制造业，
助力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言；
马海峰委
员代表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作
《打造精品清真美食街，助力商都
文化核心区建设》的发言。
于珊等委员提交的9篇发言材
料作为大会书面发言稿。本次会议
共收到大会发言稿51篇。

市政协十三届三十五次主席会议举行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政协主
席王璋主持召开市政协十三届三
十五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副
书记郭锝昌，
副主席张建国、
张冬平、
李 新 有 、张 民服、崔凡、李玉辉、
吴晓君 、王顺生、薛景霞，秘书长
陈松林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各委员组审议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
告情况的汇报；
审议通过政协郑州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议程 (草案)；
听取中共
郑州市委组织部关于补选市政协
副主席候选人建议人选的情况说
明；
听取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关于
补选市政协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
人选的情况说明；
审议政协郑州市
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
审议政协郑州市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大会
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建
议人选名单；
审议通过政协郑州市
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

大会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
人名单(草案）；
审议补选市政协副
主席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
审议补
选市政协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人
选名单；
审议政协郑州市第十三届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
协郑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提案委
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
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草案)；
审议政
协郑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政治决议(草案)。

市政协召开表彰大会
本报讯 昨日下午，
市政协主席
王璋主持召开表彰大会，
对市政协
2016 年度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
位、
优秀政协委员进行表彰。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郭锝昌 ，
市 政协副主席张建国、朱专兴、
张 冬平、李新有、张民服、崔凡、
李玉辉、吴晓君、王顺生、薛景霞 ，
市政协秘书长陈松林出席会议。
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
全体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
聚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大事项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热点问题，
积极通过提案履
行职能、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有

分量的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提
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一年来，
共提出提案 964 件，经审查立案
828件，
经过承办单位认真办理，
成
效明显。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履职
尽责，
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会议对《关于对我市科技创
新 工 作 的 建 议》等 40 件 优 秀 提
案、郑州航空港区管理委员会等
10 个先进承办单位和 166 名优秀
政协委员进行表彰。
王璋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和有
关单位以先进为榜样，进一步振
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更高的热情
和更大的干劲投入到政协工作中
来，把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奉献到

（优惠期内）

●以上同心卡资费优惠期为 3 个月，优惠期结束后，月标准资费恢
复为 48 元=1G 国内流量+5G 省内流量+30 分钟本地主叫国内通话。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
为促进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
康发展汇聚力量、
再立新功。
王璋要求，
各级政协委员要提
高政治站位，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
增强政治意识；
要弘扬先进文
化，
锤炼道德品行，
提升人生境界；
要关注民生，
发挥好党委政府联系
沟通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
服务人
民群众；
要认真履职尽责，
密切联系
群众，
积极撰写提案；
要坚持学习，
善于思考，
做到知行合一；
要深入践
行专委会和界别“五联手”工作机
制，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
为率
先在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新贡献。

●优惠期内 17G 流量为 1G 国内流量+6G 省内流量+1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30 分钟通话为本地主叫国内通话；主
卡另赠通话为 100 分钟/月×3 个月省内主叫国内通话。
●38 元及以上 4G 飞享套餐客户可获赠一张 15 元档同心卡（优惠期后 28
元/月），78 元及以上 4G 飞享套餐客户可获赠一张 25 元档同心卡（优惠期
后 48 元/月）。
●本促销资费仅限内陆地区使用，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