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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裴蕾） 昨日
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第一督
察组组长刘俊勋带领督察组一
行莅临我市，听取我市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汇报，就全面深化
改革情况进行督察。市委副书
记、市委秘书长靳磊主持汇报会
并讲话。

汇报会听取了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汇报，听
取了部分专项小组的牵头单位

及承担有省委督察重点改革事
项的单位汇报，并进行了工作
交流。

一年来，我市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改革决策部署，坚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四
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坚持突出
问题导向、突出精准发力、突出
完善制度、突出督察落实，聚焦
标志性、关键性改革举措，稳步
有序推进各项改革，圆满完成了

省委下达的各项改革工作任务，
许多改革事项走在了全省乃至
全国的前列。

督察组对郑州在全面深化
改革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认为郑州在深化改革工作
中，领导坚强有力，科学谋划，突
出重点，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统
筹推进各项领域改革。同时，还
积极加强宣传引导，形成了浓厚
的改革氛围，各项改革取得了积

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就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工

作，靳磊要求，要提升站位，改革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破解发展中难题的关键所
在，是巩固提升地方竞争力的要
求，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责任
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顶层设
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突
出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改革，努力为全省的改革发展积

累经验。要勇于担责，对中央和
省委部署的改革工作要全面承
接，强化担当意识，积极探索，勇
于作为。针对发现的不足和问
题要积极整改，加大督察督促力
度。承担改革任务的责任部门
和牵头单位要按照“创优势、增
实力、补短板、能抓住”的工作方
针，有理有序地推进各项改革工
作，推动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不断向纵深发展。

省委督察组肯定我市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闭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
战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5
名，出席会议43名，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变化情况的代表
资格审查报告；表决通过了市
政府关于 2016 年郑州市民生

“十件实事”办理落实情况的
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郑州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市十四届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郑州商城
遗址保护发展建设管理》代表
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
过了市政府关于市十四届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加强电动
车管理》《关于大力推进郑州
市“海绵城市”建设、绿地和
空间立体绿化》《关于做好郑
州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垃圾无
害化处理》《关于解决登封市
水资源紧缺问题》《关于重视
社区卫生服务，推进分级诊
疗工作》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
报告；表决通过了市政府关于
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中级人
民法院关于市十四届 人 大 三
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

报告；表 决 通 过 了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关 于 市 十 四 届 人 大 三
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
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郑州市
2016年财政收入预计完成情况
的报告；表决通过了郑州市国
家税务局关于2016年税收情况
的报告；表决通过了郑州市地
方税务局关于2016年税收工作
情况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政府关
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
了市政府关于信访工作情况的
报告。

会议表决了市政府关于市
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加
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经表决，该报告未获通过。市
人大常委会要求抓好整改，再
次向常委会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
事任免案。

白红战说，一年来，在市委
的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紧紧
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
作总格局，按照“党委加强领
导、政府充分履职、人大政协共
同参与的责任明晰、工作有序、
运转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认
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在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
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加强制度
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
推进我市民主法治建设、实现

“十三五”良好开局作出了积极
贡献。

白红战表示，明年是实施
“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市人大常委会将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
人大工作各方面，认真落实管
党治党、党风廉洁建设主体责
任，自觉加强和改进作风，持之
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树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良好
形象；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
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宏伟目
标，在市委的领导下，尽职尽
责、奋发有为，为加快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周长松、舒安娜、赵明恩、赵武安、
王广灿、王贵欣、赵新中、王铁良、
范 强 ，秘 书 长 王 福 松 出 席
会 议。

常务副市长王跃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建国，市人
民政府有关委局的主要负责同
志，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各委厅室负责人、各县(市)
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同志和12
名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12名
公民旁听会议。
郑报融媒记者 袁帅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闭幕

市委宣传部与郑州师院
将携手共建传播学院

本报讯 昨日，市委宣传
部与郑州师范学院共同签署共
建传播学院协议，这是我市新
闻宣传工作的一件大事，既标
志着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
迎来新的办学模式，也标志着
郑州市在主动适应现代传播
体系建设、推动新闻教育改
革、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机制方
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
市长张俊峰，郑州师范学院党
委书记于向英，郑州师范学院
党委副书记、校长赵健等出席
签约仪式。

市委宣传部与郑州师范
学院共建传播学院，是我市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闻舆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中宣部、教育部《关于
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
校共建传播学院的意见》要
求，推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教育，深入实施卓越新闻传
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提高新
闻传播人才培育质量的重要

举措。
张俊峰代表市委宣传部

对部校共建工作提出了希望，
并作了明确要求：一要充分认
识部校共建的重要意义，切实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以对党
的新闻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确保把共建工作的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二要坚持抓好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教育，把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作为教书育人的指
导原则，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各环节；三要不断完善协同
合作的共建长效机制，推动形
成高等新闻传播教育与新闻
实践相互贯通、深度融合、协
同发展的新格局，尽快把传播
学院建成富有特色和影响力
的新闻教育和社会服务机构，
为我市乃至我省培养大批具
备马克思主义新闻素养的优
秀新闻人才。走出一条新闻
教学与新闻实践深度融合的
新路子，为繁荣发展新闻传播
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郑报融媒记者 张勤

本报讯 为做好黄帝故里
拜 祖 大 典 献 礼 微 电 影《回
家》的宣传推介，促进黄帝
文化题材文艺作品创作，昨
日下午，市政协召开微电影

《回家》宣传推介座谈会。
市政协主席王璋，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张俊峰，
市政协副主席张建国、秘书长
陈松林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微电影《回家》
创作团队介绍了电影的创作
情况，参会人员一同观看了微
电影《回家》，并围绕电影发表
了观后感及对“黄帝文化”“根
亲文化”的见解。

就如何促进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王璋要
求，要充分认清文化建设的重
要性，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关于文化建设的部署要求，
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明融合创新；在宣传方
面，要坚持精品引导，精心策
划制作《回家》系列微电影作
品，用最真实、最本土的声
音和艺术性的表达，将“华
夏文明”“黄帝文化”“根亲
文化”思想精髓细致化地融
入作品，向全社会推出，使
带有河南元素、河南声音、
河南味道的优秀影视作品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大环境里脱颖而出、
层出不穷。

张俊峰表示，文化创作要
和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促
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有创新才能有经
典，全市各级各相关单位要把
握机遇，尽职尽责，为文化事
业发展献计献策，为繁荣文艺
事业做出贡献。
郑报融媒记者 李爱琴

市政协宣传推介
微电影《回家》

本报讯 年末岁尾天犹寒，
爱心远至倍觉暖。一股寒潮袭
来，睢县气温骤降，然而在睢县
胡堂乡高里台村的贫困家庭中
却洋溢着股股暖意……

王大妈今年 78岁高龄，是
睢县高里台村特困低保户，独
自生活在泥土墙的房屋内，当
郑州慈善总会和爱心公益联盟
的志愿者将米面油、棉衣棉被
送到王大妈手中时，她紧紧握

住他们的手激动地说：“谢谢，
谢谢。”感激之情写在脸上

12月 28日上午，郑州慈善
总会相关负责人带领郑州爱心
公益联盟组织的爱心车队，载
着郑州人民对商丘睢县贫困人
民的关爱来到睢县，慰问那里
的贫困群众，并送去了 2000套
棉衣、棉被等爱心物资。

活动期间，睢县慈善总会
介绍了当地情况，爱心公益联

盟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表示：
“活动让我感受到这样慈善的
行为是需要的更是必须的，我
们应该更多地投身到慈善事
业中。”郑州慈善总会、爱心公
益联盟表示希望今后长期和
睢县慈善总会合作，让郑州人
民的爱心，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贫困人群。
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通讯员 桑暄樾

慈善暖冬行 跨城送温暖
郑州慈善总会赴商丘救助贫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