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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举行 2019 年度生态暨城市建设工作大会

今年力争完成城建投资 100 亿元
本报讯 3 月 26 日，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举行 2019 年度生态暨城市建设工作大会，
敲定相关工作大盘。市委常委、航空港实
验区党工委书记马健，
航空港实验区管委
会主任张俊峰，管委会副主任王春山参加
会议。
2018 年，航空港区较好完成了“立新
城”开局工作的各项任务，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城市承载力进一步增强，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投资超千亿、
占地约 100 平方公里的
超级枢纽工程发展蓝图初步呈现；新增通
车里程 40 公里，
累计通车里程达 443 公里；
铺设供水、电力排管、燃气等管网超过 120
公里；
人均公园绿化面积达到 12.7 平方米。
会议明确了 2019 年全区生态和城市
建设工作主要目标：力争完成城建投资
100 亿元；全力加快高铁南站站房送客平
台及 3 个交通枢纽配套项目建设；新建综

航空港区项目建设
推行
“五个一”工作机制
本报讯 3 月 28 日，航空港区举行今
年一季度重点项目观摩活动，现场协调解
决相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市委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
马健，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张俊峰出
席活动。
据了解，去年，全区 476 个重点项目
共完成投资 705 亿元，合晶单晶硅、华锐
液晶面板等项目填补我省相关产业空
白。观摩人员先后来到光力科技、中原云
计算大数据产业园、郑州临空生物医药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进
展。每到一处，马健、张俊峰详细了解项
目筹备、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问
题，并现场分析问题，要求相关项目建设
指挥部、办事处负责人及项目首席服务官
协调配合，全力、高效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马健说，在项目建设方面，
相关部门应
强化“建机制、列清单、立台账、明责任、强
督导、严考核”工作措施，实行“五个一”工
作机制，即“一个项目、
一名服务官、
一个班
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通过一个个项
目签约和建成投产，提升航空港区经济社
会发展支撑力，尽快形成“多点支撑、高端
引领”的发展态势。
现场观摩后，召开了座谈会，张俊峰
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抓项目建设的重要性，
各部门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根据职责分工，齐心协力，克难攻坚，抓重
点、攻难点、
举亮点、
化解风险点，
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进度，真正让项目建设成为航空
港实验区经济发展的两点。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杨宇 薄向波

加大资金投入
推动“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3 月 29 日，航空港实验区召开
2019 年度全区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工作
会议。市委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
记马健主持会议并讲话，航空港实验区
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常继红，管委会副主任
王春山、郑福林参加会议。
2018 年，航空港实验区紧紧围绕“一
持续两提升一转变”总体工作思路，统筹推
进农业生产、乡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不断
改善提升，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为全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基础支撑。
马健要求，全区上下要把“三农”工作
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乡村振兴纳入“四

个航空港”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局统筹
谋划实施。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持续推进
农业提质增效、
农民增收，
推进农村基础条
件和环境改善，推进乡村治理创新，推动
“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坚持“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
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责任扛
稳抓牢，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
划和政策设计，
加大“三农”
资金投入力度，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要把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
密衔接起来，在资金投入、项目安排、政策
落实等方面优先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杨宇 朱亮举

专家支招航空港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 3 月 22 日，航空港实验区召开
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四次集中学习暨
全区大气污染防治环保大讲堂学习会。航
空港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张俊峰主持会议并
讲话。航空港区各委（部）局办、办事处和
重点工业企业代表约 400 人参加会议。
会上，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环境颗粒物
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冯银厂结合国内
外研究现状，讲解了当前我国大气污染现
状、变化趋势和特征，并结合航空港区污染
结构特点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提出了

针对性的工作建议。
张俊峰表示，要认清严峻形势，
以壮士
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下猛药、出硬招来
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剖析存在问
题，加强精细化管理，增加环卫人员设备，
严格使用防尘网，加强渣土车管控和餐饮
油烟治理。要抓好工作落实，紧紧围绕企
业、重型货车排放、餐饮油烟这些重点污
染源，抓企业、人员管理，以此严控 PM2.5，
严格落实“8 个 100%”标准和“三员”管理
制度。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薄向波

合管廊 3 公里；新增通车道路里程超 60 公
里，总通车里程突破 500 公里；新增绿化面
积 超 过 300 万 平 方 米 ，绿 化 总 面 积 突 破
2100 万平方米；新开工棚改安置房超过 1
万套，
交付 3 万套以上，
回迁群众 4 万人。
马健指出，生态和城市建设的水平关
系发展质量、关系群众幸福、关系区域形
象，要清醒认识到城市建设管理已从建区
之初的以产兴城迈入以城促产、产城融合

发展阶段。全区上下要狠抓规划提标，全
力打造城市“坐标新体系”。要坚持国际标
准，高水平做好各专项规划。要坚持生态
优先，
统筹“枢纽、
产业、
城市”
三大功能，
统
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生
产、
生活、
生态”
三大布局，
着力打造天蓝地
绿水清、
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杨宇

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3 月 28 日，市委常委、航空
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马健带队实地调
研督导航空港实验区安全生产工作。
马健一行先后来到河南亿客旅游
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锦荣悦汇城、正弘
14 号地块、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实地督导检查，听取安全生
产工作汇报，现场查看并详细了解企业
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值班值守情况。
马健表示，各单位要进一步认清形
势，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

的重要性，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安全生
产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和
敬畏之心。要重点抓好道路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等重点行
业领域的“大暗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
法”攻坚行动。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强化督导，发现隐患要立行
立改，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杨宇 薄向波

12 个项目总投资 107 亿元
今年第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3 月 30 日，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举行 2019 年第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春山、
郑福林参加开工仪式。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12 个，总投
资 107 亿 元 。 其 中 现 代 服 务 业 项 目 5
个，总投资 56.3 亿元，分别是丰树郑州
空港物流运营平台项目、顺丰郑州电商
产业园项目、DHL 华中区域物流运营结
算中心项目、中建·梅溪上郡项目、绿地
人才房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能力提升项
目 2 个，总投资 40 亿元，分别是高架进
出站道路系统建设工程项、迎宾大道
（滨河东路-青州大道）建设工程；生态
环保项目 1 个，总投资 8.6 亿元，是航空
港实验区绿化提升工程打捆项目；民生
和社会事业项目 4 个，总投资 2.8 亿元，

分别是河东四号安置区初级中学、河东
四号安置区第二小学、护航路小学（郑
港一路小学）、郑州航空港实验区贫困
村村内街道修建项目。此次开工的项
目涉及航空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社会
民生等领域，对加快航空港实验区航空
物流业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
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今年，航空港实验区共有
41 个项目列入河南省重点项目，总投资
1779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386.7 亿 元 。
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 96.7 亿元，投资
目标完成情况排名全市第一；全年计划
开工项目 14 个，已实际开工项目 9 个，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杨宇 张方方

航空港区
召开 2019 年度党群工作会议
本报讯 3 月 29 日，航空港区召开
2019 年度党群工作会议，总结 2018 年工
作，部署 2019 年任务。航空港区管委会
副主任郑福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8 年，航空港区党群系统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上级党群工
作会议精神，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
抓手，紧扣“服务中心、建设队伍、服务
群众”这条主线，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扎实开展机关党建“四化建设”，
积极搭建统战工作“四个平台”，切实抓
好共青团领域“五个团建”、妇联系统
“巾帼五大行动”，较好地开创了党群工
作新局面。
会上，郑福林指出，一要提高认识，
提升站位，准确把握党群工作新态势；

二要明确任务，聚焦重点，不断开拓党
群工作新局面；三要健全机制，强化保
障，努力攀登党群工作新高度，为加快
推进“四个航空港”建设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
党群工作部部长季玉成表示，2019
年党群系统重点工作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推进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
发展；以凝聚共识力量为导向，做好新
形 势 下 统 战 工 作 ；以“1125”工 作 品 牌
为抓手，推进群团工作创新发展；以积
分制管理为切入点，探索加强自身建设
新路径。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陈朝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