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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9日，河南省政
协副主席张震宇带领调研组就
“推动河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开展调研活动，郑州市政协副
主席李新有，县领导潘开名、张书勤
等领导陪同。

调研组先后来到郑州海昌海
洋公园项目和方特三期项目，详细
了解了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

张震宇对中牟县文化产业项
目建设表示肯定，同时要求中牟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继续加强文

化产业项目建设，要积极作为，因
地制宜，对标补短，全力加快文化
产业项目创新工作，助推全省文化
产业项目更好发展。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张飞

本报讯 7月6日，中牟县开展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专项督查
活动并召开推进会，分析当前面临
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县领导
潘开名、楚惠东、卢志刚、李新建、
李庆中参加督查。

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万洪路
与文昌路交叉口、环形明渠、站前
大道及中兴路东明巷等地，对各项
目文明施工、工程质量与进度、环
境污染防治落实等情况进行现场
督查。

推进会上，与会人员一同观看
6月份督查发现问题视频短片，听
取中牟县当前面临形势的分析、近
期攻坚办工作开展情况、近期扬尘
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对全
县近期环境攻坚重点工作和扬尘
治理工作进行安排。

县委书记潘开名要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和经济发展要统筹抓，
既要抓工程进度，又要抓好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对于督查发现的问
题，各单位要及时整改落实，加大
对不落实不整改单位的问责力度；
施工企业要文明施工，对不文明施
工的企业要动真格，同时加大严罚
重管力度。下一步，要建立完善的

环境污染防治机制，各相关单位要
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各单位负责
人要两手抓，进一步强化措施，压
实责任，狠抓落实，开展专项治理
行动；强化督导督查，实行领导带
队夜查、晨查制度，对发现的问题
限时整改。各局委要加强对施工
单位的监管，严卡时间节点，确保
工作落实到位。

县长楚惠东要求，一要认清形
势，统一思想。当前环境污染防治
形势严峻，各相关单位要在思想认
识上再提升，激发动力，消除杂念，

理清思路，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有效开展。二要进一步强化领导
带头作用，夯实责任。乡镇、局委
负责人抓分包突出严重问题，要在
短时间内迅速整改到位。三要做
好“两手抓、双统筹”协调管理，严
管重罚。环保攻坚工作要分清工
作任务的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做
好施工和环保攻坚、环保攻坚和其
他工作的双统筹协调发展，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朱福杰 文/图

本报讯 7月 5日，中
牟县政府与郑州联通“5G
试点县”揭牌暨“5G+新型
智慧城市”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举行，标志着中牟正式
步入5G发展快车道。县领
导楚惠东、任程伟、李新建
及郑州联通公司负责人出
席签约仪式。

仪式上，县长楚惠东
和郑州联通公司负责人
分别致辞，并为中国联通
“5G试点县”揭牌，双方
共同点亮启动球，标志
着中牟县“5G+新型智
慧 城 市 ”建 设 正 式 启
动。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任程伟与郑州联通
公 司 代 表 共 同 签 署
《“5G+新型智慧城市”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县长楚惠东表示，中
牟县将以最大的诚意和最
优的环境，全力支持5G技
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应用
创新，推动 5G在中牟落
地，促进中牟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走好高质量发展
路子。希望联通郑州市分
公司一如既往支持中牟发
展，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加快5G建设与部署，加速
中牟智慧城市建设，努力
将中牟智慧城市打造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的标杆，共
同开创智能信息文明的美
好未来，让中牟人民充分
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便
利和实惠。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冉琦

本报讯 7月 9日，中
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党校分中心、文化馆分中
心揭牌，县领导李晓亮、
任大同、李鸿欣分别为中
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党校分中心和文化馆分中
心揭牌。

李晓亮在致辞中说，
中牟县委党校及县文化
馆要以揭牌仪式为契机，
积极探索，勇于实践，高

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高标准打造新时代文明
实 践 中 心 的“ 中 牟 样
板”，真正让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心
中落地生根，为中牟县
建设都市田园新城做出
贡献。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周刘保

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调研中牟文化产业项目

继续加强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全力加快文化产业项目创新工作

中牟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督查推进会召开

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防治机制
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中牟正式驶入5G发展快车道

中牟县两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成立

本报讯 7月9日，中牟县召开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城市精细化管理（路
长制）暨创文工作推进会，县领导
潘开名、楚惠东、李晓亮、任大同、
魏玉坤、卢志刚参加。

潘开名一行先后来到陇海路
01路段、民族路、西坛巷、祥云街
进行实地查看，现场听取相关负责
人关于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
工作整体推进情况、背街小巷乱点
治理情况及示范街整治提升情况
的汇报。

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
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作展
播，听取周考核及月考核评比情况
的通报，并对周考核前三名和后三
名路段所涉及的单位分别授予红
旗和黑旗，红黑旗路段代表分别进
行经验介绍和表态发言。会议还

听取了中牟县“迎民族盛会 庆七
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
案的通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工作进展的汇报、近期城
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作的汇
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县委书记潘开名要求：要提高
站位，高度重视。“迎民族盛会 庆
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是全县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治
理的一个契机，全县上下要紧抓机
遇，全面提升城市面貌。关于省
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工
作，潘开名说，当前创文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要求高，各单位要积极
查漏补缺，补齐短板，细化方案，完
善措施，严格督查，提高文明服务
意识，要做好宣传引导，提升群众
共创意识。关于城市精细化管理
（路长制）工作，潘开名说，各部门

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再重视、再
提升，动员全民积极参与路长制工
作，要加大暗访力度，建立常态化
管理机制，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
（路长制）工作扎实开展。

要突出重点，抓好落实。全县
上下要贯彻落实好市委书记徐立毅
提出的“五个新提升”的要求，即市
容市貌要有新提升，城市管理要有
新提升，市民素质要有新提升，志
愿者服务要有新提升，文明创建要
有新提升。

要强化引导，严肃考核。潘开名
要求，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方案，每周
进行考核、讲评，要高度重视，加大
奖惩力度，加强组织引导，加大舆
论宣传，引导群众参与到这三项
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美丽中牟。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鲁杰 张亚飞

本报讯 7月10日，县
政协主席张书勤先后到万
邦千禾农场、韩寺镇大李
庄村高效农业大棚项目、
官渡孙庄乡谣农场调研中
牟县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情
况。县政协领导刘海燕、
朱怀召参加活动。

张书勤要求各乡镇要
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
标，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
局，坚定不移推进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
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大
力发展经济效益好、市场
潜力大的特色种植项目，

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带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
要积极探索土地入股、股
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引导
周边群众参与到规模化生
产经营中，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要加大各类政策
扶持力度，进一步建好产
业基地、搭好销售渠道，切
实增强农业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推动农业产业持续
发展，真正实现产业促增
收、产业助脱贫。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刘娜

中牟县政协调研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情况

中牟县推进“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城市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