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源自人民，为民办事、为民疾呼——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人大代表在集中
民智、反映民意的基础上代表人民群众提出来的，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代表发挥作
用、履行代表职责的重要途径。

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是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的重要渠道，是履行政府职能，接受人大监督、改进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民
做好事、解难题、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一府两院”工作情况，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通
过议案建议办理，督促“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不断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维护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2月27日举行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听取了“一府两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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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议案、建议饱含全
市近千万市民的重托和企盼；一个个具体而民生的“小事”，凝聚着代表们为民代言、不负重
托的拳拳之心。 郑报融媒记者 袁帅/文 马健/图

带着责任和使命，每年的
“人代会”，人大代表都会积极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反映
民声、为民办事。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与会代表共提出议案
182件，经大会主席团会议审
议通过，立案 7 件（22 件原案
合并为 7 件），转作建议处理
160 件，其中 2 件因内容不符
合要求作退回处理。在会上，
代表提出建议 458件，闭会期
间，代表提出建议 4 件，市十
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代表
共提出建议620件。

经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主任会议审议，确定了20件
重点督办代表建议。根据主
任会议意见，交市人民政府办
理代表议案6件、代表建议585
件，交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代

表建议15件（其中与市人民检
察院共同办理1件），交市人民
检察院办理代表建议3件。

截至目前，市人民政府承
办的6件代表议案已经全部办
结，代表对办理工作全部表示
满意。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
602 件代表建议已经全部办
结。代表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
或基本解决的448件，占总件数
的74.42%；正在解决或列入计
划逐步解决的118件，占总件数
的19.60%；因目前条件限制或
其他原因需以后解决的36件，
占总件数的5.98%。通过满意
度调查，对交办的 602件代表
建议的办理工作，代表表示满
意或基本满意的 601件，占总
件数的99.83%，代表表示不满
意的1件，占总件数的0.17%。

今年，如何评价人大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选工委主任
阎铁成给予肯定：“今年的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呈现这三
个特点：人大常委会交办严格，
责任明确；各承担单位健全机
制、扎实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及
人大代表督办认真，推动有
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人大
代表的满意度很高。”

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不仅要办理，还要办好，更
要落实到位。对此，阎铁成
说，建议各承办单位认真落实
办理规定，全面提高代表议案
建议办理水平；不断加强统筹
协调，进一步提高代表议案建
议的办理质量；着力做好整改
落实，让代表和人民群众看到
实实在在的办理成果。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陈战军等11位代表向
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了《关于加强电动车管理》的
议案（A167号）。

办理情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目前电动自行车正逐渐
取代脚踏自行车，成为当今
城市居民的主要出行代步工
具。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

我市电动车保有量已达350
万余辆，主要品牌约 200 余
个，销售商家数百家。电动
自行车大量增加的同时，给
我市的交通、治安管理工作
带来诸多问题。

为从根本上改变我市电
动自行车管理无序的状态，
市政府已起草好了《郑州市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该《条例》也是
市人大常委会 2016 年度立

法计划的正式项目。但由于
该《条例》涉及面宽，调整的
事项复杂，立法的前期准备
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市政
府建议暂缓提请审议。

为了增强立法的时效
性和科学性，提高立法的社
会效益，市政府建议今年暂
缓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审
议《条例（草案）》，在尽早向
社会征求意见后，于明年适
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翟桂红、乔鹏程、魏宁娣、刘新领、
张淑云、王小玲、张子亮、崔豫林、
李慧等 122位代表向政府提出了

《关于大力推进郑州市“海绵城
市”建设、绿地和空间立体绿化》
的议案。

办理情况：
2015 年 12 月 ，我 市 成 立 了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各区各开发区分别成立
了区属“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

在构建规划体系方面，目前，
我市已完成了《郑州都市区综合交
通规划》《郑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等编制工作，为“海绵城市”相
关规划编制打下了良好基础。《郑
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规划
区域包含市内五区、四个开发区和
郑上新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857 平方公里，已完成阶段性成
果。《郑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建
设规划》也在同步推进，规划示范
区9个，规划面积120平方公里。

2016 年 5 月 24 日，经资格审
核、竞争性评审等环节，我市成功
入选2016年河南省“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划定郑州市民公共
文化服务区和郑东新区龙湖地区
作为试点区，总面积 76.7 平方公

里，确定试点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不低于80%。

按照《郑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2013~2030 年）》，到 2020 年建
成区绿地率达到37.0%，人均公园
绿地12.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42%，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到95%。至2030年，建成区
绿地率达到41.0%，人均公园绿地
16.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到45%，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达到100%。

建设城市公共绿地方面，按
照城市总体规划，至2020年，中心
城区规划公共绿地面积 58.35 平
方千米，人均 13.0 平方米。除原
有公园绿地外，新建大型综合型
公园6个，专类公园13个；沿城市
道路、水系建设带状公园；按标准
配建居住区公园绿地，按照 500
米服务半径规划建设小游园、街
头绿地。

生态廊道建设方面，截至2015
年底，已经建成“两环三十一放射”
生态廊道工程280公里，在市区四环
以外部分及10条市域快速通道完成
生态廊道建设约3588公里，新增和
提升绿化面积3214万平方米，还建
成透水铺装路面的人行步道278公
里，具有透水功能的自行车道246.3
公里，具有调节雨水蓄用功能的广
场622个。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赵可信等 11位代表向
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强城市
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
议案（A079号）。

办理情况：
全面提升城市规划水

平——构建“十五分钟”生活
圈综合体系，完成城市交通
综合整治规划，完善城市公
共交通网络系统；构建郑州
多层次一体化公共交通体
系，至 2050 年，郑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方案
由 21 条线路组成，总规模
959.2km，共设车站 510 座；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潜力，
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廊道
建设24 条，总长度345.47 公
里，绿化面积3215.97万平方
米；完善道路网络系统，2016
年已完成107辅道快速通道
工程，京广快速路辅道工程，

金水东路、商都路下穿 107
辅道隧道工程；加强交通专
项规划研究，2015年市区共
完成停车泊位148510 个，其
中 住 宅 和 商 业 配 建 泊 位
67202 个 、公 共 泊 位 43664
个、平面临时泊位37644个；
在建停车泊位115274个。

同时，以道路整治为载
体，按照基本解决群众水电
气暖保障的要求，做好市政
管线统一规划，同步建设；以
三级三类便民服务中心为依
托，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公共服务体系，解决群众办
事难、上学难、就医难。

针对城市管理中的突出
问题，我市扎实解决：工程施
工的围挡问题，占用城市道路
设置围挡，及时根据工程进度
进行“瘦身”或撤除，同时科学
制定工期，压缩占用时间，合
理安排工序，精确推进，最大
程度地减少对道路的占用时

间和范围。非法营运问题，
“六类车”的治理在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下，全面开展取缔工作。
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动态交通
方面，除了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
的处理力度外，重点是对道路路
口行人，非机动车违章、越线，造
成的人为交通拥堵行为进行处
罚；静态交通方面，进一步强化
对私设乱设停车场和停车位以
及乱收费、乱罚款的打击，对不
按规定要求随意扩大停车范围
的依法取缔，同时进一步加快停
车场（位）建设。

尽管我市在城市综合管
理上做了很多工作，但依然面
临城市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有
的还很突出：一是城市规划的
科学性、严肃性不够；二是城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
善；三是城市管理和执法水平
不高；四是城市管理体制机制
尚不健全；五是公众参与城市
管理的广度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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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盼 人心所系
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悉数办理

议案建议件件有回音 代表满意率超99%

议案一 关于加强电动车管理
议案三
推进郑州市“海绵城市”建设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张海潮、丁宝东、张舒、贾柏喜、李煦
燕、慎伟琴等 65位代表向政府提出
了《关于做好郑州市生活垃圾及餐
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议案。

办理情况：
目前，郑州市正在运行的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有6处，分别为郑州市垃圾
综合处理场、登封市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新密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新郑
市曹庄垃圾填埋场、中牟县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场和郑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荥
锦电力）。

郑 州 市 区 日 产 垃 圾 量 4500~
5000 吨，现有处理市区的垃圾处理
场有2座（卫生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
各1座），即市垃圾综合处理场和荥
锦焚烧发电厂。市垃圾综合处理场
于2005年10月投入运行，日处理垃
圾能力 2300 吨；荥锦焚烧发电厂是
由杭州锦江集团投资建设的流化床
焚烧发电项目，该项目于 2002 年建
成并投入使用，日处理垃圾能力
2600吨。

具体来说，我市启动了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按照我市环境卫生三年行动
计划，2018年前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0%
以上，其中，2016年启动试点工作，2017
年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10%，2018年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30%以上。在餐厨垃
圾厂项目建设方面，目前，郑州市有3

座餐厨垃圾处理项目，1座已建成投运，
2座正在建设：新密市餐厨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项目，2012年6月28日开工，截
至2016年4月中旬，已处理餐厨废弃物
4.1万余吨，日平均处理36吨。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方面，在郑州市东、西、南各
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郑州市东部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中牟县郑庵镇
油磨村南侧，日处理能力4000吨，计划
2018年项目建成投入使用；郑州市南
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新郑市新店
镇，日处理能力3000吨，郑州市西部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荥阳市贾峪镇，日
处理能力4000吨，两项目均已完成选
址工作，正在进行环评、可研等前期准
备工作，计划2017年6月开工建设，
2019年建成投入使用。环卫设施建设
方面，2013年以来，新建公厕224座，
改造公厕189座，社会单位对外开放公
厕486座，24小时开放公厕124座；压缩
式中转站62座；开展创建示范路、示范
公厕、示范中转站活动，提升环卫设施
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我市要做好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推广和应用工
作，力争2020年，垃圾回收覆盖率达
到90%，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以上；
计划3年内新增垃圾处理能力11000
吨。一是建设郑州东部中牟县郑庵镇
油磨村南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
能力4000吨，计划投资20亿元，目前
已开工建设。

议案四
做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议案五 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王建强等 13位代表向
政府提出了《关于解决登封
市水资源紧缺问题》的议案

（A021号）。

办理情况：
登封市地处豫西山区，

水资源严重匮乏，多年平均
降雨量为 604mm，平均水资
源 可 利 用 总 量 1.22 亿 m3。
2012 年以来，登封市连续干
旱少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仅为140m3，是全省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的1/3，是全国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的1/15，是世界
人均水资源量的1/46, 远低
于国际公认极度缺水标准每
人500m3，属极度缺水城市。

为解决登封市缺水问
题，登封市委托河南省水利
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

《登封市城市供水应急规
划》。目前，《登封市城市应
急供水规划》已经列入郑州
市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和
河南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
划。登封市应按照“留住天
上水，多用再生水，保护地下
水，倡导节约水，争取外调
水”的原则，以落实水资源管
理制度为抓手，着力做好水
资源利用内部挖潜、加强水
资源节约保护、引进外来水
等工作。

在引进外来水，补充水
资源方面，临时调剂荥阳市、
新郑市南水北调用水指标各
500 万 m3 共计 1000 万 m3 给
登封市使用。从南水北调禹
州口门向白沙水库输水的前
期工作已经开展，下步将通
过河南省水权交易平台购买
南水北调用水指标，缓解登

封市水源紧张的问题。
同时，郑州市目前正在

开展“西水东引”工程前期工
作，水源为陆浑水库，利用陆
浑灌区东一干渠引水至巩
义，沿焦桐高速敷设有压管
道输水至郑州尖岗水库，中
途可经丁店水库调蓄，同时
向沿线需水群众、企业供水。

同时，采取不断提高水
资源的利用率，加大计划用
水管理工作、做好节约用水
管理工作、推广节水新技术、
加快规划水库建设工作、提
高再生水利用率、积极推广

“海绵城市”建设等措施。
下一步，郑州市政府将

继续协助登封市解决用水缺
口问题，从工程技术、规划方
案评审、水资源论证及其他
相关问题等方面将给予大力
支持。

议案六 登封市水资源
紧缺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吴卫平、刘献志等 26
位代表向政府提出了《关于
重视社区卫生服务，推进分
级诊疗工作》的议案（A132、
A053号,两案并一案)。

办理情况：
郑州市于 1999 年率先

在全市开始社区卫生服务试
点工作。目前全市共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90家、服务站
168 家。2008 年，学习英国

“家庭医生”经验，借鉴片警
做法，结合社区居民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的需求，率先
推出了“片医负责制”这一全
新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从
2007 年 120 万人次增长到
2015 年 520 多万人次，门诊

及住院费用较大医院明显减
少，城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建档率达91.8%，片医知晓率
和满意率均在90%以上。

夯实基层医疗卫生基
础，在每个入住人口超过1万
人的新型农村社区配套建设
新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6年全市规划建设30所，
目前在建 11 所，建成 19 所，
其中11所已投入使用。全市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
91所、服务站167所。

稳定乡医队伍，市财政
对村卫生室基药补贴由每年
3000 元提高到 5000 元；2012
年度后新增的 65 岁以上老
年乡医，财政给予每人每月
300元的生活补助。

着力提升县级医院服务

能力。目前有9家县级医院
正在进行新改扩建等基础设
施升级改造。年底前，登封
市中医院扩建，新密市中医
院、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开
工建设，新密市新建人民医
院等3个项目投入使用，荥阳
市人民医院扩建，中牟县中
医院迁建，新郑市新建综合
公立医院等3个项目主体完
工，新郑市中医院迁建、妇幼
保健院迁建等2个项目立项。

推进分级诊疗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到2017年，分级
诊疗信息管理功能基本覆盖
全部二、三级医院和80%以上
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基本实现诊疗、用药、检
查检验结果、健康档案等在上
下级医疗机构间的互联互通。

议案七 推进分级诊疗
工作

柴丹等 11 位代表向市
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郑
州商城遗址保护发展建设管
理》的议案（A012号）。

办理情况：
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

早中期的都城遗址，是商王
汤所建的“亳都”，距今约
3600年，位于郑州市管城回
族自治区、金水区一带。总
面积达 25 平方公里，由外
城、内城、宫城三重城组成，
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前
期都城遗址，对于研究商

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
都具有重要价值。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公布郑州
商代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国务院公布
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近年来，郑州商城遗址
保护发展建设工作得到了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规
划》于 2008 年 10 月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2010 年 7 月由
市政府公布实施。

2016 年，郑州市委、市
政府立足国际商都建设，将

加快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
列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
年行动计划的六项重点工
作之一，并成立了协调推进
领导小组。

按照规划，商都历史文
化区面积约 9.6 平方公里，
其中起步区面积 2.52 平方
公里，规划范围为城东路、
城南路、管城街、商城路、城
北路合围区域。自今年8月
底开始，管城回族区委、区
政府重点启动了起步区“两
院”二期、亳都古巷、开元
寺·塔湾古街、夕阳楼和书
院街5个片区改造项目。

议案二 商城遗址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