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 6日，省住建厅
城市建设处处长刘江明带领省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考核组一行到新
郑市考核2018年度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工作。新郑市领导马志峰、
赵敏祥、陈春环及相关单位负责

人参加。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新郑

市百城提质工作宣传片并现场查
看资料，随后马志峰对新郑市
2018年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据了解，自省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实施以来，新郑市坚持
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
设为目标，以文明城市创建为
统揽，以黄帝文化历史名城、现
代临空产业新城、郑州南部生

态绿城建设为载体，突出做好
“四篇文章”、处理好“四个关
系”，持续推动城市功能、环境、
文化、服务“四个品质”提升，累
计谋划实施城市提质工程项目
10大类 186个，完成投资 255亿

元，其中，新建项目 145 个、年
度投资 61.2亿元，续建项目 41
个、年度投资 193.8 亿元，列为
省百城提质暨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推进会观摩城市。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10日，新郑市召
开 2018年度总结表彰暨己亥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动员大会,会
议对 2018年工作进行了总结表
彰，对 2019年工作进行了全面
安排部署，动员全市上下进一
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务实重
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开
启新郑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次中心新局面。

新郑市委书记刘建武主持
会议并讲话。新郑市领导马志峰、
曹东锋、王俊杰、李志强、黄卫东、
王智明、秦洪源等参加此次
活动。

会上，新郑市委副书记
曹东锋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8
年度绩效考核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关于表彰戊戌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与会
领导分别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
发奖牌和证书。

随后，新郑市委副书记、市
长马志峰总结了 2018 年度工
作，安排部署 2019年工作。

2018年，新郑市地区生产
总值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分别突破 750亿元和 75亿元大
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
跨越 300亿大关。新郑市在全
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
县市、财政收入百强县市、工业
百强县市、科技创新百强县市
分别排名第 40、33、28、33、48
位，均居全省县市首位；华夏幸
福产业新城、新区东部片区、龙
湖西部片区全面铺开，基础设
施和项目招引建设齐头并进；
新港产业集聚区功能日益完
善、产业更加集聚，被评为省二

星级产业集聚区，有效拓展了
发展空间和潜力。传化物流小
镇、宋城·黄帝千古情、红星美
凯龙中原家居城等一批重大产
业项目快速推进，为经济发展
提供了充足后劲。全省唯一入
选国家首批创新型县市建设试
点，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市政
务服务、农业、工商等部门持续
深化“放管服”、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三十五证合一”等多项
领域改革，不断增强发展的内
生动力。新郑全年谋划推进城
市提质项目 186个新建提升市
域干道 81公里，11条融郑融港
道路竣工通车，连接郑州主城
区和航空港区更加紧密。

马志峰讲到，新郑市各单
位要紧盯目标、强化措施，全力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先进制
造业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民营经济，加速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聚焦品质提升，
拓展高质量发展城市空间。要
瞄准建设全国一流中小城市目
标，以城市建设提质工程为抓
手，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
和水平。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
坚持把改革开放创新作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支撑，进
一步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
优势。重视源头治理，创优高
质量发展生态环境。要坚持把
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
位置，不断完善行之有效的防
控措施，着力打造蓝天碧水美
丽新郑。助力乡村振兴，夯实
高质量发展基层基础。要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严格落实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全力促进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突出
民生改善，营造高质量发展社
会环境。围绕群众所需、所急、
所盼，快速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让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精心筹备、全面
提升，扎实做好己亥年拜祖大
典筹备工作。经贸活动组要坚
持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精心筹
办经贸洽谈、招商推介等系列
商贸活动，吸引客商投资，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
后劲。

最后，刘建武表示，全市上
下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切实
增强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
中心的责任感使命感；瞄准目标、
强力攻坚，扎实推动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四个着力”、打好“四张
牌”、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
工作“三结合”与助力实现中原
更加出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贯通起来，落实到高质量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具体行
动上。要围绕党中央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
切实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树牢绿色发展理念，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夯实乡
村治理这个根基，用好深化改
革这个法宝，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
下决定性基础。加强领导、强化
保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要奋力实现“开门红”“季季
红”“全年红”，加快推进国家中心
城市次中心建设，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 8日，全省调查
研究联系点工作会议在新郑市召
开，对全省建立调查研究联系点
制度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安
排部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全面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持续落实总书记视察指导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和
改进调查研究工作，充分发挥其在
科学决策、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务全国和全
省发展大局。会议由省委政研室
副主任吕五权主持。

新郑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志峰
致欢迎辞并介绍了新郑市经济
社会发展相关情况。

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刘俊勋介
绍了各县（市）区重点调研的领域
和主题。据了解，新郑市和兰考
县、林州市、长垣县、临颍县、镇平
县、固始县、新县、睢县、川江区成

为全省第一批调查研究联系点。
这 10个县市在经济发展、生态建
设、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党的建
设等方面各具特色，值得研究。
其中，重点调查研究新郑市高质
量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成功经验
和做法。

江凌指出，调查研究是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的重要法宝。进
入新时代，更加需要加强和改进
调查研究。建立调查研究联系

点制度，有助于了解实情、问计
于民，提高调查研究质量；有助
于增强调查研究的协同联动，实
现上下贯通、点面结合，更加有
效地指导推动工作。

江凌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央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全局性的
重大问题、战略性的谋划开展调
查研究，提出更有针对性、开创
性、实效性的思路举措；要压实
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转变

调研作风、加强成果转化，真正
把调查研究联系点制度抓实抓
好、抓出成效，为推动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做出积极贡献。

会上，全省第一批调查研究
联系点所在省辖市主管政研工作
的市委领导及调研联系点县（市）
区主要领导围绕做好调研联系点
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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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1 日，新郑市
召开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经贸活动组动员会。新郑市领
导李志强、孙阔等出席会议。

会上，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孙阔宣读了《新郑市己亥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经贸洽谈活
动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包装推
介项目、邀请客商、洽谈项目等
核心内容，对各项工作的具体开
展时间进行明确部署，督促各相
关单位互相协调，扎实做好邀商
和项目征集工作。

新郑市政协主席李志强要
求，各相关单位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抢抓机遇开展招商活
动，为新郑市发展注入新鲜动
能；要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将新
郑市的重点发展行业、重点发展
区域做好整体策划包装，积极对
外宣传；要强化组织、狠抓落实，
各成员单位要保持密切联系，实
行信息共享，确保本届洽谈活动
圆满成功。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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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领导察看第十三届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筹备情况

■新闻1+1

本报讯 3 月 12 日，新郑市
领导彭德成、周建超、王艳红
带领各筹备组相关负责人到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实地
察看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筹备情况。

新 郑 市 领 导 实 地 察 看 了
论坛媒体采访室、贵宾休息室
等场地筹备情况，听取各工作
组关于现场布置、安全保卫、
氛围营造等工作汇报。据了
解，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将于 4 月 5 日~6 日在郑州工

业应用技术学院正式举行，论
坛的主题为：“黄帝文化与强
国之路”。

新郑市副市长周建超说，
各论坛筹备组要和郑州工业
应用技术学院紧密对接，明确
责任、重在实做，在细化方案
和责任上全面考虑下功夫，要
无缝对接、紧抓实盯，确保万
无一失，精益求精，高标准办
好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