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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河南 17 家涉改和新组建省级机构挂牌
本报讯 11 月 29 日，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办公室等我省 17 家涉改和新组建
省级机构分别挂牌成立。省领导喻红秋、
赵素萍、
孔昌生、
穆为民、
江凌、
徐光、
戴柏华、
武国定、刘伟等分别出席挂牌仪式。
这 17 个部门分别是：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
会办公室、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
省应急管理厅、
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广播电视局、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省林业局。
这些部门 干 部 职 工 表 示 ，将 进 一 步
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拥护和服从省委
决定，立足岗位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不
断提高工作质量、效能和水平，在新的起
点上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人员转隶、职能划转和部门“三定”工
作是检验机构改革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

下一步新组建部门将实行集中办公，以新
部门名义开展工作。同时，各部门强化协
调配合，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推进人员转
隶、
职能划转和“三定”
制定等工作，
坚决把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落细落实落稳，优
质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
根据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河南省级
机构改革将于今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
据河南日报

马懿调研市政重点工程建设工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双统筹双促进
科学组织绿色施工 力争早建成早投用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昨日上
午，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带领市直有关
单位负责人调研市政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建设发展与
环境保护双统筹、双促进，采取科学有效措
施，
提高绿色施工水平，切实加快市政重点
工程建设进度，力争早建成早投用。
金水路西延工程、农业路快速路工程
是贯通郑州东西的重要道路工程，因与铁
路线交叉，施工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在金
水路西延（嵩山路—金水路）段、农业路跨
铁路工程段，马懿仔细了解了工程进度情
况，
亲切慰问现场施工人员。他指出，
金水
路西延、农业路快速路的建设，对缓解中心
城区道路拥堵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
要紧盯时间节点，着力破解施工难题，
充分

考虑涉铁工程特点，在确保工程质量和铁
马懿一行来到 5 号线中原福塔站，察看了
路运行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站台、
调度室、
管理设备室等建设情况。他
早日建成通车，
方便群众出行。
指出，5 号线投入运营后，地铁路网初步形
东三环快速化金水东路—商都路隧道
成，
地铁客流量也将大幅增加，
对提高郑州
工程是郑州三环全线快速化的卡点工程，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缓解交通拥堵有着
涉及上跨地铁 1 号线、雨污水管道迁改、商
重要意义。要严格轨道交通施工工序和工
鼎路桩基托换等技术难题，施工组织和协
程标准，
把确保运营安全放在首位，
统筹做
调难度大、施工周期长，
东三环隧道段通车
好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为市民提供安全
后，全市三环快速化路网体系主体工程将
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
全部完成。马懿认真察看了隧道各项设施
马懿还察看了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
配套情况，要求施工方抓紧做好工程扫尾
工程，
在南四环与文治路交叉口施工点，
认
工作，完善配套设施，
道路管理部门要提前
真询问工程进展、
工地扬尘治理等情况，
现
介入，做好运营维护工作，
确保交通组织有
场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指出，
序、道路运营安全。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是我市构建
轨道交通 5 号线目前已实现轨通、电 “两纵两横两环”
快速路网体系的重要组成
通和所有车站主体结构完工，计划 12 月底
部分，
也是我市投资规模最大的道路工程，
空载试运行，明年 5 月 1 日通车试运营。 各有关方面要加强组织，
形成合力，
统筹解

市领导督导检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

全力以赴做好迎检工作
让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 昨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带领市内各
区、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单位负
责人，深入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
区等地，对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并召
开推进会进行安排部署。
市领导张俊峰参加督导。
王新伟一行先后来到中原万达商业
街、长途汽车客运总站、国大四季鲜农贸
市场、文博广场、清华园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等，实地督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并沿
途认真察看市容市貌、环境卫生、非机动
车停放等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推进会上，
王新伟指出，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虽然已初现成
效，但还存在标准不高、责任不清、氛围不
浓、
公益宣传不达标等问题，
全市各相关单
位、部门要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接地气、
能抓住的措施迅速整改落实，将路长制落
细落实，
像绣花一样精细管理城市。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新伟要求，一
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要把文明
城市创建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市指挥部要
发挥好统筹、指导、协调、督导作用。各
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主要领导要针对薄

弱环节现场督导，分管领导要现场办公解
决问题，实行例会制推进，建立通报制度，
使每条路、每个院、每栋楼房都有人管、管
到位。二要强化对表对标落实。要将各
项测评标准再细化，任务再分解。各级各
部门要紧扣标准，对标整改、对表落实，严
禁推诿扯皮、出现责任真空。三要强化精
细化管理。要围绕中心城区现代化国际
化生态化目标，对标先进城市，提升城市
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当前，要在“治
污、治堵、治脏、治差”上下功夫，切实发挥
路长作用，加大城市执法力度，重点做好
道路道牙及交通护栏清洁粉刷、户外广告
综合整治、交通秩序治理、近郊 46 个乡镇
垃圾清理、各类管线入地、公共单位服务
质量和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工作。要加快
推进铁路沿线、高速出入口等交通干线廊
道绿化提升、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等，
在城市
公共单位、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对外门
店、
城市主干道和背街小巷见缝插绿、
增绿
补绿，
迅速掀起植树造林高潮，
让森林走进
城市，
让城市拥抱森林，
着力把郑州建设成
为花园城市。四要强化宣传引导。切实做
好公益宣传、
新闻媒体宣传、
社会宣传等工
作，营造共建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五要
强化责任追究，
确保任务落实。

决好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解决好
物料供应、资金保障、管线迁移等问题，保
障工程顺利施工。
调研中，
马懿强调，
市政重点工程是重
要的民生工程，事关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增强责任感、
紧
迫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高质高效推进
工程建设。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建
设发展与环境保护双统筹、
双促进，
环保既
要精准调控、精准施策、差异化管理，坚决
杜绝“一刀切”
，又要从严监管，
严格落实工
地“8 个 100% ”环 保 措 施 ，提 高 绿 色 施 工
水 平 ，确 保 环 境 保 护 和 工 程 建 设 两 不
误。要维护好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按
时 发 放 工 资 报 酬 ，坚 决 防 止 出现拖欠农
民工工资现象。

市领导到市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用热心诚心真心换来群众暖心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 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来到市
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访，并调研信访工
作，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
反映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他强调，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强化为民排忧解难
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全力协调解决群
众反映的合理诉求，维护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
市领导于东辉、马义中、王万鹏参
加接访和调研。
在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室，
王 新伟现场接访了两批来访群众。接
访中，王新伟与信访人面对面交流。对
于信访人的合理诉求，王新伟现场办
公，责成责任单位限时办结；对于不能
当场解决的问题，王新伟要求职能部门
认真核查，
尽快给群众回复办理结果。
王新伟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也处于社
会“矛盾凸显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
步强化为民排忧解难意识，统筹兼顾、
加大力度，从群众最盼望最关心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入手，依法依规、合情合理、

认真细致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诉求，用
热心、
诚心、
真心换来人民群众的暖心。
就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王新伟要
求，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到“六个
到位”，即思想认识到位、超前安排到
位、组织领导到位、认真化解到位、把握
重点到位、解决问题到位。要加大问题
排查力度，制定应急预案，对涉及社会
稳定的重要工作、重大行动、重点问题，
要实行市级领导牵头、县（市）区主要领
导定期研判督办、县（市）区分管领导分
包案件制度，通过专班专案、周例会制
度，集中研究化解 矛 盾 和 问 题 。 要 理
顺工作机制，把各项工作任务层层分
解、具体到人。在接待群众来访时，相
关部门要讲责任、带感情，讲方法、有
担当，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除在
萌芽状态。
王新伟强调，信访工作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及时解决
好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确保不发生影响全国和谐稳
定大局的问题，确保不发生影响我市发
展全局的问题，确保不发生影响广大人
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问题，全力
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