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政事 NEWS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统筹：孙友文 美编：金驰 校对：陈希

要闻

我省 18 种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有标准

《河南省优势特色农产品标准体系》在全国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赵柳影） 记者
昨日从省质监局获悉，
《河南省优
势特色农产品标准体系》目前已在
全国出版发行，
涉及标准涵盖我省
小麦、玉米、水稻、花生、棉花、大
蒜、
芝麻等18种优势特色农产品。

我省是全国农业大省，农产
品生产、消费和输出大省。近年
来，全省以提高效益和增加农民
收入为目标，强力推进种养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高效种养
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努力

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从大粮
仓向大餐桌、从创品牌向创标准
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大省向
现代农业强省的跨越。
为扎实推进标准化战略的实
施，省质监局联合省农业厅、林业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开展履职学习
本报讯（记者 袁帅） 昨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扩大）履职学习班开班。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胡荃，
副主任王广灿、
王贵欣、
赵新中、
法建强、
张春阳、
袁 三 军 、王 福 松 、孙 黎 ，秘 书 长
周亚民参加学习。
胡荃作题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 度 的 重 要 思 想 和 要 求 ，栗 战
书委员长对人大工作的讲话和
要 求 ”辅 导 讲 座 。 学 员 们 还 听
取 了“ 地 方 人 大 常 委 会 组 成 人

员如何依法履职”授课。
胡荃说，学习好、研究好、宣
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和看家本领，也是做好新时代人
大工作的根本保证。新一届市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
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坚持以良法
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坚持正确
监督、有效监督；坚持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胡荃要求，要牢固树立人大
常委会是“第一线”观念，切实增
强依法履职的本领和能力，弘扬
“马上就办”精神，形成真抓实干
氛围，
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今日，学员将就“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制度及相关法律程序、工作
程序”
开展学习。

前三季度郑州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张云 （市）区、开发区分别汇报前三季
帆） 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
度工作、全年目标预测情况、存
副市长王鹏主持召开全市前三
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
季度经济运行研判分析会，分析
关于四季度工作，
王鹏提出，
研判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
做好四季度经济运行工作，
事关全
况，安排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
年工作圆满收官，
事关经济平稳健
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保
康发展，
事关郑州加快国家中心城
持平稳增长态势，高质量发展取
市建设。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
得扎实成效。会上，市统计局、 步强化担当意识、
责任意识，
细化
工信委等市直单位和有关县
任务、强化措施，以更大的决心、

我省公布充电设施运营商目录
118 家企业超六成在郑州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昨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河
南省第三批充电设施运营商信
息公示期满，全部 63 家企业均
满足要求，同意纳入河南省充电
设施运营商目录。加上此前已

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共 55 家
充电设施运营商目录，纳入我省
充电设施运营商目录的已有
118 家企业。
据了解，纳入我省充电设施
运营商目录的 118 家企业中，注

郑州大学教务处教材管理科原科长

更高的效率、
更有力的举措，
确保
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稳定工业
经济增长，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依
法规范统计工作。要提前谋划好
明年工作，
着力加大先进制造业、
高科技产业项目的布局和投资，
既要确保当前经济发展的健康稳
定运行，更要为长远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培育动力。

册地在郑州的企业超过 70 家，包
括郑州新能源乘用车运营有限公
司、郑州海马庞大新能源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索凌电气有限公司
等多家企业在列，占到所有企业
超六成。

宫跃如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郑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主任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日
前，
郑州市纪委监委对郑州大学教
务处教材管理科科长宫跃如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宫跃如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参与宗教活动；违
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挪
用公款进行营利性活动，涉嫌挪
用公款犯罪。
宫跃如身为党员干部，
严重违

本 报 讯（记 者 董 艳 竹）
记者昨日获悉，新郑市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主任闵新峰（副科
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新郑市纪委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反党的纪律和构成职务违法并涉
嫌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
经郑州市纪委常委会
议和监委委务会议研究，
决定将宫
跃如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涉案款随案移送。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郑州大学给予
宫跃如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闵新峰接受
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厅、
畜牧局、
烟草专卖局等，
组织河
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围绕我省小麦、
玉米、
水稻、
花生、
棉花、
大蒜、
芝麻、
大豆、
食用菌、
茶叶、
苹果、
枣、
杨树、
核桃、
生猪、
肉牛、
肉禽、
烟叶等 18
种优势特色农产品，
共同研究制定

了《河南省优势特色农产品标准体
系》，
用于指导全省农业生产。该体
系实现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
标准相衔接，
产前、
产中、
产后标准
相配套，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
性、
先进性和实用性。

市政协传达
市两会精神
本 报 讯（记 者 李 爱 琴）
昨日上午，市政协召开机关全
体干部职工大会。市政协主席
黄保卫，
副主席李新有、
吴晓君、
薛景霞、
岳希荣、
王万鹏、
王东亮、
刘睿，
秘书长吴耀田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马懿在市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精神，
传达市两会精神。
黄保卫表示，长期以来，政
协机关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积极发挥参谋助手、组织协
调、服务保障作用，尽职尽责地
完成了各项任务，
有力地推动了
我市政协事业的发展。政协机
关是人民政协组织的办事机构，
承担着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提
供服务、当好参谋的各项工作。
希望大家发扬成绩，振奋精神，
埋头苦干，精心做好新一届政
协开好局、
起好步的各项工作。

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政协工作，黄保卫要求，市
政协机关干部职工要强化政治
意 识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紧 扣 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扎实协商
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
人心，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加强政协
党建。要强化责任意识，进一
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
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要强化团结意识，积极
主动沟通协作，讲究方式方法，
让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
事多商量成为机关共识和工作
实践。要强化纪律意识，切实
增强党纪国法观念，常存敬畏
之心、树牢规矩意识、不断净化
朋友圈，永葆党员干部的良好
形象。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强
机关建设，为做好人民政协工
作提供组织保障。

市领导调研我市卫生计生工作

建立优质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
副市长孙晓红一行来到市卫计
委和郑州市中心医院，调研我
市卫生计生工作。
近年来，我市稳步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目前，
全市建成国家级中医重点专科
5 个、特色专科 3 个，省级医学重
点学科 21 个，省、市级院士工作
站 16 个 ，省 级 重 点 实 验 室 4
个。同时，我市全面取消药品
加成，42 家城市公立医院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补偿率稳定在
90%左右，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目前，药占比 32.16%，同比下降

4.66 个百分点。持续开展妇女
宫颈癌、
乳腺癌免费筛查和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产前筛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
并列入省市民
生实事，
构筑三级防御防线，
近3
年共 200 余万人次受益。
孙晓红说，下一步要抓好
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要做好
医疗控费工作，加快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加强医疗服务综合
监管。着力创优势、增实力，建
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促进我市卫生健康事业更
加平衡充分发展。

航空港区办事大厅
实行朝九晚五作息制
本 报 讯（记 者 成 燕） 今
后，市民中午时间也可去航空
港区办事大厅办事了。昨日，
记者从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了
解到，
为方便企业、
群众办事，
提
升行政服务效能，从 10 月 11 日
起，
该区各政务服务办事大厅（包

括各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工
作时间开始实行“朝九晚五”作
息制度，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和
双休日外，每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7:00 为工作时间，午间实行
轮岗，为办事主体提供不间断
的政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