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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强党对审计工
作的领导，3月26日，新郑市委审
计委员会办公室、市审计局举行
揭牌仪式，新郑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王智明出席活动并揭牌。

新郑市委审计委员会，作为

市委议事协调机构，其办公室设
在市审计局，接受市委审计委员
会的直接领导，负责处理委员会
日常工作。组建市委审计委员
会，是新郑市落实加强党对审计
工作领导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是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构
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
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地发挥
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 20日，新郑市
召开统计工作会议。对 2018年
统计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安排部
署 2019年度的统计工作任务。
新郑市领导王智明、王军生、
王建民、李中俊等出席会议。

据了解，2018年全市统计
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
郑州市关于统计工作重要决策
部署，不断深化统计改革，努力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切实加强统

计服务和数据分析解读，扎实
推进巡视整改，圆满完成各项
统计工作任务，为全市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统计保障。

新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智明对全市 2018年统计工作
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对今年
统计工作提出期望。他说，各级
各部门要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部署和全市发展目标，坚持求

真务实、锐意创新，提高数据质
量，提升统计工作水平；要协调
配合，齐抓共管，强化统计队伍
建设，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素质，
以更加进取的精神，更加精准的
措施，更加扎实的作风，为实现
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统计服务支撑，为新郑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做出
应有贡献。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22日，新郑市召
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总结
梳理2018年工作，部署安排2019
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郑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张慧娴在会上强
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
量、守正创新、拼搏奋进，为高质
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提供
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和上三级宣传部
长会议精神；对新郑市 2018年
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进行了通报表彰。

会议指出：2018年，新郑市
宣传思想战线在市委坚强领导

下，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
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
价值取向，积极作为，务实创新，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突
出表现在：理论武装工作走深走
实，意识形态工作向上向好，新闻
舆论工作持续发力，文明素质提
升卓有成效，文化事业发展亮点
纷呈，自身建设明显加强。

张慧娴强调：做好今年的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精准对标中
央、省、郑州市的部署要求，突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首要政治
任务，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这条主线，自觉承

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这一使命任务，推动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凝聚加快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高质量建设的强大合力。

张慧娴要求，新郑市各级党
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以政治建设
为统领，全面加强宣传思想战线
党的领导；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
作的政治责任；以“四力”建设为
重点，不断提升宣传干部队伍整
体素质，努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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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新郑市
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2018
年工作，部署 2019年工作任务，
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工作再上新
台阶。新郑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李慧芳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8年全市统
战系统把握一条主线，坚持思想
引领，凝聚共识；健全完善运行
机构，构建统一战线工作新格
局；突出四项重点工作，形成最
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聚

焦中心，担当作为，统战工作成
效明显。

针对 2019年新郑市统战工
作，李慧芳从着力促进“两个健
康”，营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良
好环境；牢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持续巩固民族关系团结和谐；
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推
动统战工作创新发展；加强港澳
台统战工作，服务中心大局；加强
侨务工作，提升海外统战工作水
平；加强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引

领，凝聚智慧力量；加强党外代
表人士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实际
问题等九个方面作了部署。

李慧芳强调，新郑市正处于
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
心的关键时期，全市统一战线要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
势，认清形势，形成合力，开创
新郑市统战工作新局面，以统战
工作高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高质量。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25日，惠济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王雅伟带领郑州市十五届人大
代表惠济团部分代表，到新郑
市考察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工作。

代表们先后到机场高速
出入口、京港澳高速菜园马、
商登高速新郑新区站出入口
绿化现场进行了实地察看，详
细了解新郑市国土绿化提速
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并认真听
取相关负责人的情况汇报。

2019年，新郑市统筹推进
“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
市”五大生态系统，重点实施
“两山、四园、五河、六廊、八节

点”绿化工程，坚持国际视
野、河南一流、新郑特色，共谋
划重大项目 41个，总投资 70
亿元，年度投资39亿元。今年
郑州市下达新郑市国土绿化
任务 2.15 万亩，目前已投资
18.9亿元，完成绿化2.77万亩，
占总任务量的128.8%。

王雅伟表示，新郑在推进
生态建设方面思路清、机制
活、措施实、成效大，惠济区将
此次活动为契机，相互沟通学
习，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借鉴，
共同发展。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20日，新郑市
召开 2019年民兵组织整顿工
作任务部署会，贯彻省、郑州
市两级会议精神，对新郑市
2019年度民兵整组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

会议宣读了《新郑市人民
政府、新郑市人民武装部关于
调整新郑市民兵调整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据悉，今年的民兵整组工
作调整面较大，规模上虽基本
保持不变，但在布局结构、编建
秩序、标准要求有较大变化，
主要表现在分队变化更大、结
构布局更活、新质力量更多、人
员编组更实、秩序规范更严、

指标体系更准等6个方面。
新郑市副市长朱海新要

求，各相关部门要准确理解上
级意图，熟悉掌握工作方法、
步骤、标准和要求，确保各项
政策规定落到实处；要发挥政
府主导作用，突出党委政府主
体责任，发挥职能部门助推作
用，切实把人员编实、把装备
配齐、抓好实战化训练，加强
阵地建设，推动管理创新，切
实打牢编兵基础；要严格落实
奖惩机制，严肃督查追踪问
效，努力推动新郑市民兵工作
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迈进。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3月25日，新郑市
召开 2019年生态环境工作会
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韩松涛、新郑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郭明熙、新郑市副市长
赵敏祥、新郑市政协副主席李
建国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 2018年全市
生态环境工作情况，科学分析
当前生态环境工作面临的形
势与任务，安排部署2019年生
态环境工作，对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再加压。

赵敏祥要求，在2019年的
生态环境工作中，各级各部门

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增强政
治责任感，统筹布局，扎实推进
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要紧盯目
标，强化调度，坚决从严从快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强化组织协
调，做到精准治污；要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进一步增强打赢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使命
感，抓紧抓好落实，积极开创新
郑市生态环境工作新局面。

会议还对工作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代表先后发言。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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