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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俊礼 张昕） 10月 16日至 17
日，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宋国权率领党政考察团莅郑，考
察我市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产业
发展、生态保护及城市建设有关
情况，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
记徐立毅会见并陪同考察。

合肥市领导郭强、杨伟参加
考察，郑州市领导焦豫汝、王鹏、
牛卫国、万正峰等陪同考察或参
加会见。

在郑期间，考察团一行先后
来到郑东新区千玺广场、龙湖金
融岛、龙湖湿地公园、龙子湖智慧
岛、自贸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
心、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郑州宇通客
车有限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等地，了解我市总体规划、产
业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情
况。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认真
听取相关介绍，深入交流发展经验。

徐立毅在会见考察团一行
时，介绍了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当前郑州正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
讲话精神，努力发挥“一带一路”
“中部崛起”“黄河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叠加优势，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做好新
型城镇化文章，不断提升人口和
经济承载能力，努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合肥近年来发展迅猛，在
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方面优
势明显，很多地方值得郑州学习
借鉴。郑州、合肥同为中部地区

重要城市，共同承担着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的战略使命。希望两地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优势互补，
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
中部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宋国权表示，近年来，郑州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积极抢抓发展机遇，创新体
制机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城市建设、对外开放、产业创新、
临空经济、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好

经验好做法值得合肥学习借鉴。
希望建立两市交流对接机制，深
化互利合作，共同为中部崛起贡
献力量。

合肥市党政考察团莅郑考察
徐立毅会见宋国权等考察团人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昨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荃带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市人大代表，对我市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和《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福松，副市长
陈兆超参加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新密
市承佑苑老年公寓、新密市来
集镇敬老院、郑东新区商都路
办事处永平路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和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等

地，详细了解老年人权益保障
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老年人
享受社会优待措施及落实情况
以及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制定落
实情况等。

据了解，我市是人口大市，
也是老年人口大市。截至 2018
年底，全市 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口133万，占人口总数的15.6%，
并以平均 3.3%的速度持续增
长。其中，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
年人 16万多，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 20多万，老年人口基数大、增
速快，空巢化、高龄化趋势明显。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推进健
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民生
实事工程，不断完善扶持政策，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相关文
件精神，先后制定下发了 30多
个惠老助老政策文件，并建立健
全服务标准，逐年增加财政投
入，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初步建
立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
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
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题，全市老龄事业发展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态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通讯员 牛立勇）10月17日
是我国第6个扶贫日，也是第27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围绕“促进
转移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主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郑州市
人社局、卢氏县政府联合在三门
峡卢氏县举办河南省“就业扶贫
行动日”启动仪式并举办专场招
聘会，为卢氏县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提供岗位、创业项目推
介和培训服务，帮助其就业脱贫。

本次活动，郑州市人社局精

心组织用工单位 60余家，提供
6100余个空岗信息，郑州双汇食
品、郑州日产、郑州思念食品、郑
州海底捞、京东物流等多家知名
企业参与活动，其中有 5家中介
机构现场招聘，可以提供 3700
多个国内外就业岗位。提供创
业服务项目 10个，优客轩餐饮、
科美乐农业科技、绿硕家电清洗
等现场展示项目涉及餐饮、农业
科技、生活服务等，贴近县域经
济，投资小，见效快，适合低成本
创业者经营。郑州市家协职业

培训学校等 10家培训机构现场
展示培训专业，专业涉及茶艺、
西式面点、维修电工、美发等。

活动现场，卢氏县组织欢送
112名贫困劳动力、残疾劳动力、
易地搬迁劳动力等前往江浙地
带务工，进一步提高贫困劳动力
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

活动吸引 5000多名求职者
参加，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1025人。共有 2196名求职者现
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36名贫
困劳动力现场签订劳动协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今年还有两个多月就接
近尾声，2020年，您期待家乡有
啥新变化？即日起至 10月 30
日，河南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0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建议，
您可以在线提出您的意见、建议
和想法。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省委、省政
府从2005年起坚持每年实施一
批重点民生实事，并向社会公开
征集民生实事项目，得到了大家
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收到了
很多中肯建议，取得了良好效
果。为谋划好2020年重点民生
实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
群众的参与度，确保各项实事更
加符合民意、更加富有成效，决
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向人民群
众和社会各界征集2020年民生
实事建议活动。

本次征集按照“尊重民意、
普惠共享，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坚
持把群众呼声和需求作为决策
的主要依据，根据轻重缓急，重

点选取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
需要解决，以及对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事项。

征集内容包括民生实事的
重点领域，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最直接、最现实民生问题，主
要包括交通出行、脱贫攻坚、就
业创业、城乡住房、社会保障、社
会救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惠
民、旅游发展、健康养老、环境保
护、社会治理、法律援助、食品安
全、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事项。

三种方式等你提建议
一是互联网络 登录大河网

民生实事征集专栏或者扫描省
政府门户网站公布的民生实事
二维码提交建议。

二是电子邮件 将相关建议
发送到msss1613@163.com。

三是信函邮递 来信邮寄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省直机关综合办公楼，省
发改委综合处（邮编：450018）
或郑州市经三路 25 号，省财政
厅预算局（邮编：450008）。信
封左下角请注明“民生实事征
集”字样。

针对老年人权益“一法一条例”贯彻落实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促进转移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
60余家单位6100余个岗位送进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快告诉在东北求学的亲
人，明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将走进长春，114
家企业事业单位组团去请人才。

昨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获悉，“招才引智大会”
长春专场将于 2019年 10月 19
日（周六）9:00~16:30在吉林大
学前卫校区（南校区）宋治平体
育馆篮球馆举办。这是招才引
智大会“走出去”的第二场专场。

据了解，大会由中共河南省
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委组
织部（省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委编办承办，吉林大
学、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河南
有限公司协办。此次赴长春招聘
的单位有豫光金铅、中国一拖、建
业集团等知名企业，也有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等知名高校。

据“招才引智大会”组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带领企事业单
位组团走进长春，是希望能够充分

利用我省在东北三省地区的校友
资源，邀请吉林大学等“双一流”建
设高校毕业生，重点是博士生、硕
士生“回家”。届时18个省辖市均
设有招聘专区，岗位需求涉及医
学、经济、历史等上百个专业。

为了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
到河南建功立业，“招才引智”还
将持续“走出去”，11月1日的武
汉专场、11月 9日的北京专场、
11月 16日的西安专场、11月 23
日的广州专场，敬请大家期待。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推进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制度改革，是深化“放管
服”改革的重要举措。记者昨
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2017
年以来，全省共取消了 49 类
产品的生产许可，由 2017 年
的近 60类压减为目前的 10类
（国家发证产品 5 类，省级发
证产品 5类）。

在省级发证的5类产品中，
3类实行简化审批程序发证，1
类（食品相关产品）实行告知承
诺审批发证，1类（危化品）按常
规程序发证。

除压减目录外，我省还采取
一系列便民化服务措施，推进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

以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
“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统领，推动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标准化、智
能化、便民化”审批，推行“一站
式”服务，实现企业群众“申证零
跑腿、审批不见面、取证一次也
不跑”。

删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中
繁冗程序50%以上，压减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申报材料85%以上，
最快当天拿证。785家企业通
过简化审批程序取得了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享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改革红利。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改
革已成为我省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改革的重要试验田和展示
窗口。

明日“招才引智”走进长春
114家河南企事业单位组团揽才

明年河南民生实事办些啥
请您提意见和想法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我省三年取消49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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