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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6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马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调研郑东新区、经开区重
点项目工作，强调要树牢新发展
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近期调
研郑州指示精神，以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为统揽，坚持项目带动、项
目化推进，提高标准、细化措施、
落实责任，盯紧抓牢重点项目建
设，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国际化
生态化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王鹏、牛卫国参加调研。
位于龙湖区域的清华附中郑

州学校是清华大学在华中地区设

立的唯一一所公办学校，目前正
在紧张施工，计划 2020年秋季投
入使用。马懿详细询问施工进
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强调优
质教育资源是提升城市功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民生所需所盼，
要加快进度，高质量建设，更好地
服务人民群众。

在龙湖金融岛，马懿乘坐无
人驾驶汽车实地察看金融岛规划
建设情况。目前龙湖金融岛已确
定入驻金融项目 29个。马懿说，
要对标国际先进城市，做好系统
性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管理的数
据平台，打造现代化、智慧化商务
服务区。

位于郑东新区的高铁公园项
目已建成面积 3300亩，开创了土
方清运、山体绿化、大气污染防治
“三合一”统筹推进的经典案例。
马懿强调，郑东新区是河南新型
城镇化的标志名片、形象窗口，要
当好中心城区现代化国际化生态
化建设的排头兵，不断提高建设、
管理、服务标准，发挥好引领带动
作用。

在经开区，马懿深入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二期项目）车间，详细了
解项目建设进展和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该公司是上汽乘用车国内
四大生产基地之一，二期项目将

于2019年6月建成投产。马懿叮
嘱经开区负责同志，要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为企业建设发展提供
优质服务。

近年来，郑州吸引了众多国
内外大型物流企业落户，正在加
紧施工建设的京东亚洲一号郑州
经开物流园，计划建设以现代信
息技术为依托的现代化智能物流
运营中心，建成后预计年营业额
可达 100亿元人民币以上。马懿
强调，要依托郑州现代立体交通
枢纽的竞争优势，加强对物流业
发展的研究谋划，助力城市经济
社会建设。

在调研中，马懿指出，重点项

目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生
态环境、提升城市能级、改善民生
的关键抓手。全市上下要树牢新
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强化抓项目就是抓发
展、抓项目就是抓作风的意识，突
出项目带动、项目化推进，牢牢把
项目建设抓在手中，创优环境、完
善功能、统筹谋划、科学组织，确
保重点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
推进、高质量完成，通过项目促建
设、强投资、调结构、惠民生，为加
快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
面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
化生态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 刘俊礼 张昕 王赛华

马懿到郑东新区、经开区调研重点项目工作

盯紧抓牢重点项目建设
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水平

本报讯 5月 21日，经开区
召开省扫黑除恶督导组对经开
区线索核查情况反馈意见整改
推进会。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王义民出席会议
并讲话，会议传达了省扫黑除恶
第一督导组督导辖区的情况反
馈意见。区纪工委、公安分局、
人事劳动局、政法委、社区局、潮

河办事处等单位分管领导参加
会议并汇报了线索核查工作情
况，以及下一步整改措施。

王义民说，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高度重
视省扫黑除恶督导组指出的整
改问题，立即成立专班组，加强
组织领导。对督导组指出的在
线索审查中存在的证据不足、定

性不准等问题要迅速开展审查，
对反映线索逐条对照，查漏补
缺，再次进行审核认定，对新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上报。同时要
举一反三，全区所有线索核查单
位对标上级要求对其他核查线
索再梳理、再审核，确保高质量
完成线索核查工作。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谢思涵

经开区召开省扫黑除恶督导组线索
核查情况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

经开区召开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第十次调度会

确保全区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发展
本报讯 5月17日上午，经

开区召开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第十次调度会，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义民，
管委会副调研员宋春兴等
参会。

会上，区专家组分析研判
了全区 PM10、PM2.5、优良天
及年度综合排名情况，区环境
攻坚办副主任申天奇通报了
环保部、省、市各级督查交办
问题情况，各参会单位分别汇

报了近期环境攻坚工作开展
情况。区环境攻坚办主任
王彤宇针对道路扬尘治理、工
地施工管理、4S店专项督查和
各级督查对接等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宋春兴表示，要紧紧围绕
站点数据，提高服务意识，切
实加强督查落实。要完善工
作机制，行业牵头部门要开好
头、立好规矩，确保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抓出成效。

王义民要求，单位要切实
把环境攻坚工作任务摆在重
要位置，各部门要排查好重点
区域及死角盲区环保措施落实
情况。严格措施标准，重点区
域工地（企业）、周边道路绿化
等工作开展要全面按照“8个
100%”施工标准和“一日四步
法”要求进行落实，凡发现问
题，依法依规严厉处罚，确保全
区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发展。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学齐

经开区开展环境攻坚联合夜查行动
本报讯 近日，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义民
带队组织开展环境攻坚联合夜
查行动，区环境攻坚办副主任
申天奇，区环境保护局、环境攻
坚办、建设局、商务局、城管局、
经发局、工信局、房管局、农经委
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

夜查组一行先后实地察
看了南三环第八大街机动车
检测卡点、重点区域道路保

洁、智慧环保平台夜间调度指
挥等情况。王义民要求各环
境攻坚成员单位密切配合，严
格督查坚守好全区空气质量。
要严格管控调度，区专家组要
结合实时风向，24小时分析调
度，切实管控好各重点区域工
地、道路各项环保措施落实，要
加强紧密协作，城管局、交警四
大队要加大重点路段渣土车和
南三环大、重型车辆管控力度；

环境攻坚办内围中队和明湖办
事处要负责督查好示范区域全
部土石方作业和道路保洁洒水
落实情况；第三方公司（奥兰德）
负责调整所有保洁车辆到重点
区域和南三环以南进行保洁降
尘；环境攻坚办外围中队调整
到南三环、南四环等上风口方
向进行全面督查。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学齐

本报讯 5月16日上午，经开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孙兵，区人大工委副主任赵凯带
队到郑东新区调研学习工程建设
项目制度改革先进经验。孙兵一
行与郑东新区经发局、行政审批办、
建设环保局、计划财政局等部门主
要负责人就东区“服务八同步”“拿
地即开工”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座谈。

会上，郑东新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了“服务八同步、拿地即
开工”工作机制的具体做法及成
效：通过将建立招商引资与产业
准入、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征地
拆迁、土地报批出让、文物勘探、
土方运输与山体公园建设、大气
污染防治 8项工作并联前置，有
效提高了审批服务效率，实现了

建设主体“拿地即开工”。全区各
牵头单位负责人踊跃提问，和东区
相关负责人就推进改革工作中的
重点和难点进行了探讨交流。

会后，孙兵要求，各相关部门
要“带着问题学、带着办法回”，认
真学习总结郑东新区的先进经
验，深入思考分析，形成调研报
告。总结郑东新区关于“服务八
同步”“拿地即开工”的经验、做
法，体现调研学习成果。要站在
本单位业务角度，查找全区与郑
东新区在工程项目建设方面的
差距。为加快推进辖区工程项
目建设工作，提出下一步的工作
打算和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加快推进辖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步伐。记者 王赛华

呵 护 蓝 天

学习郑东新区工程建设项目制度改革经验

推进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步伐

本报讯 5月 20日上午，区党
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带队到
明湖办事处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
解“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进展情
况及重复信访举报问题专项治理
情况。武斌说，“廉洁教育村村行”
活动是全市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的一项重要工作，要细化措施、精
心组织。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做好

重复信访举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始终把信访举
报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武斌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对
村组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提
高政治素质、强化党员意识，通过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搭建廉
政教育平台，切实将廉洁意识“植
入”基层干部心中。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李霁宇

区领导调研“廉洁教育村村行”工作

本报讯 5月20日上午，区党
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带领
党政办（督查室）、纪工委、城镇
办、社管办、明湖办事处、潮河办
事处等单位负责人实地察看重点
项目督办事项进展情况。

武斌一行先后来到明湖办事
处盛和安置区及潮河办事处瑞和
安置区实地了解安置区建设进展
情况和存在问题。就盛和、瑞和
安置区建设现状，武斌要求各项

目单位在达到环保扬尘治理标准
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同时，充
分利用天气晴好因素加快进度，
做到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确保工
程质量。武斌说，安置房建设是
关乎全区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城镇办、督查室及各办事处要高
度重视，同时针对安置区建设过
程中水电气暖不协调问题加大
协调力度，切实加快安置区建设
步伐。记者 柴琳琳

区领导现场督查重点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