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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新郑市召开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暨文明素养提升行动推进会

发扬工匠精神 营造整洁有序环境
本报讯 7 月 22 日下午，新
郑市召开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暨
文明素养提升行动推进会，主
要任务是贯彻落实郑州市“绿
城使者”志愿服务行动促进文
明素养提升工作推进会精神，
安排部署新郑市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和文明素养提升行动相关
工作。
新郑市领导刘建武、马志峰
等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各乡镇
（街道、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及分
管精神文明建设和环境卫生工
作副职，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及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副职，
志愿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上，安排部署了全市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文明素
养提升及志愿服务工作。市城
管局、公安局、团市委单位负责
人作了表态发言，志愿者代表宣
读了倡议书。
会议强调，全市各单位各部
门必须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切
实增强抓好城市环境整治、文明
素养提升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握重点、集中整治，全面提升
城市环境品质、市民文明素养；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全力保障
城市环境整治、文明素养提升工
作高效开展。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提

升认识，认识到开展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和文明素养提升工作
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具体实践，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高质量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现
实 需 要 ；要 抓 住 关 键 、强 力 推
进，提高工作标准发扬“工匠精
神”，瞄准关键环节制订合理方
案，广泛宣传发动形成全民参
与共建共享的城市管理新格
局；要强化保障、务求实效，凝
聚合力，明确职责，强化督导，
全力改善城市环境、提升文明素
质、
推动城市发展。
记者 杨宜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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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人大召开环境综治暨文明素养提升专题会
本 报 讯 7 月 22 日 ，新 郑
市人大召开助推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暨文明素养提升专题
会议。
会上宣读了《中共新郑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助推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暨文明素养提升行
动方案》，对开展活动的具体措
施、工作要求进行了详细的安排

部署。随后，龙湖镇、新烟街道
人大代表一致表示要主动担当，
迅速行动，以饱满的热情、积极
的作为投入到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中去，为活动的顺利开展
贡献力量。
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 俊 杰 说 ，要充分认识到创建
园林城市、文明城市的重要意

义；要紧密结合市委要求，立足
岗位职责，围绕开展方案提出的
系列活动，深入调研，科学谋划，
保证各环节工作顺利进行；要改
进作风，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精
神，迅速行动，全员行动，集中精
力开展工作，确保各项活动和工
作稳步有序推进。
新郑时报 朱德元

新郑市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7 月 22 日下午，新
郑市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
会。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加强
措施，严厉问责，
坚决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为加快推
进新郑市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次中心作出新的贡献，以
优异成绩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
礼。新郑市委书记刘建武发表
讲话。
会上通报了郑州市督查暗
访第一组在 7 月 17 日~19 日到
新郑市辛店镇史庄村、黄岗村、
王庄村和具茨山管委会苗家沟
村、青岗庙村督查暗访情况和
新郑市督巡组对辛店镇贾岗

村，具茨山管委会驮窑村、山陈
村和龙湖镇东徐村的暗访情
况，安排部署了 8 月初省脱贫
攻坚半年考核迎检工作，并对
驻村第一书记管理考核工作进
行了安排。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新
郑市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形
势，要始终坚持严格的纪律，
确
保各级各部门一以贯之抓扶
贫、真刀真枪促脱贫。责任要
再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决把责任扛在肩上，着力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脱贫
攻坚政策落实到位。对于推进
工作不利的，问责要再严厉，
在

全市上下形成共同担责、合力
攻坚、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的精准攻坚局面，要认真研究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倒查责任，
严肃追责，
政策兑现到户到人，
做到全覆盖，确保年中考核任
务圆满完成，为加快推进新郑
市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
中心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成
绩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
记者 杨宜锦

新郑市调研全市扶贫工作
本报讯 7 月 18 日，新郑市
委副书记、市长马志峰调研新
郑市扶贫工作。
马志峰一行先后来到辛店
镇黄岗村，具茨山管委会白庙
村、青岗庙村，具茨山土特产展
销中心等地进行调研，详细了
解驻村帮扶情况、集体经济发
展情况、产业扶贫情况。
在具茨山管委会白庙村和
青岗庙村，马志峰与村两委班
子及驻村工作队深入交流，了

解各村扶贫政策落实、产业扶
贫成效、稳定脱贫机制等情况，
叮嘱扶贫人员要认真履行职
责，发挥应有作用，严格落实各
项扶贫政策，大力开展产业扶
贫，帮助村里壮大优势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集体经济，使贫困
户稳定脱贫、持续增收。
马志峰说，各级党委政府
和驻村扶贫工作队要深刻认识
脱贫攻坚现实紧迫性，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精准扶

贫中存在的问题，
举一反三，
立
行立改，以实际成效提升脱贫
攻坚精准度和群众满意度；要
夯实基础工作，信息要全面精
准、
档案要全程留痕、
扶贫要进
村入户，真正做到脱贫工作务
实、
脱贫过程扎实、
脱贫结果真
实；
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
聚集产业发展，
因地制宜、
因势
利导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村集
体经济壮大和村民个人增收双
赢。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7 月 22 日，新郑市
于新郑市提升城市品质，满足
与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坤达置
群众对更高更好教育要求有着
业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宣
重要意义。新郑市委、市政府
布华东师范大学在河南省第一
将强化服务，全力为项目落地
所合作的学校将落户新郑市， 创造最优环境。
于 2022 年 9 月开学。
郑州坤达置业有限公司负
据了解，学校名称暂定为
责人表示，
企业将承担好、
履行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郑州江山学
好应有的社会责任，
通过与高校
校，
由华东师范大学、
郑州坤达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进一步
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在郭店镇
促进新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投资 6 亿元，建设集幼儿园、小
华东师范大学代表表示，
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 15 年
新郑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历
一 贯 制 学 校 。 学 校 占 地 230
史悠久，尊师重教氛围深厚。
亩，设计招生 3000 多人，将于
在这片热土上，华东师范大学
明年 3 月开工，预计 2022 年 9
力争建设一座具有华师大育人
月开学。该学校是华东师范大
模式的、
群众满意的特色学校。
学对外合作的第一家教育机
下一步，新郑市将全力做
构，将加快提升新郑市基础教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推动学
育水平，为新郑市建设国家中
校尽快落地、落实。通过三方
心城市次中心提供城市配套功
的精诚合作，扎实推进合作学
能支撑。
校的筹建，努力铸就基础教育
新郑市委书记刘建武，新
的品牌。
郑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志峰在
最后，
新郑市、
华东师范大
签约仪式上，对学校落户新郑
学、郑州坤达置业有限公司签
市表示热烈欢迎，
并表示，
华东
订了三方协议。
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落户，对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新郑市领导调研双洎河治理工作情况

打造生态河景观河文化河幸福河
本报讯 7 月 23 日上午，新
郑市委副书记、双洎河县级河
长曹东锋带领市水利、
城管、
环
保、
农委、
城关乡、
和庄镇、
梨河
镇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双洎河
进行巡查。
在双洎河城关乡胡庄段，
曹东锋听取城关乡、市水利局
就近期河道巡护员临休点筹
备、河道巡护员队伍遴选、培
训、
管理、
履职情况及杨河鱼塘
取缔情况的汇报。叮嘱有关负
责人要加强巡护员队伍的日常
管理，
切实发挥好作用，
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
随后，曹东锋一行来到双
龙坝，
现场听取梨河镇、
和庄镇
农委等关于双洎河存在的问
题、整治及沿河鱼塘及养殖整

治情况的汇报，并现场安排相
关部门解决违占违建、绿藻浮
萍治理等问题。
针对下一步工作，曹东锋
说：
要主动作为，
切实加强河道
巡查，
要深入探索，
完善落实工
作机制，实时做好上游水质监
测，
继续加强黄水河、
莲河支流
河道治理。深入推进“河长+
警长、河长+检察长、河长+媒
体”
工作机制，
推动管护治理见
行动、见成效。要持续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更
加注重系统谋划、
标本兼治，
努
力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
发展河道环境；努力把双洎河
打造成新郑的安全河、
生态河、
景观河、
文化河、
幸福河。
新郑时报 李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