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19年 12月 31
日，新郑市委、市政府大气污
染防治督导组召开 2019年大
气污染防治督导工作总结表
彰暨调整改革任务部署会议，
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明熙，新郑市政府党组成
员、市攻坚办常务副主任
苗瑞光出席，各乡镇、街道、
管委会分管领导和大气督
导组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对 2019年督导工作
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总结，对涌
现出的先进个人进行了通报
表彰。2019年，新郑市委、市
政府大气污染防治督导组坚
持突出党建引领、聚焦主责主
业、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抓班
子带队伍、抓学习带评比、抓
作风带养成，不断规范日常管
理，抓实督查实效。全年共督
查发现各类问题3456件，其中
挂牌督办 258件，下发督查通
报 79期，开展夜查行动 298
次，被郑州团市委表彰为“青
年突击队”。

会议同时对督导组调整
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针对如何做好聚焦“双统
筹”、当好“指导员”，苗瑞光
要求，要聚集核心打好“目标
战”，按照以省控基站为核
心，以基站周边为重点，辐射
主城区邻近乡镇、边远乡镇

的原则分别设置核心区域、
重点区域、辅助区域和边远
区域进行精准管控督查。要
完善机制打好“保障战”，通
过建立临时调度机制、内部
督察机制、骨干考评机制、典
型选树机制等措施，不断加
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确保
督导组始终是一支作风优
良、勇挑重担、敢于担当的环
保督查铁军。要着眼发展打
好“指导战”，通过在完善督
查机制，优化督导力量的基
础上，逐步做到科学精准管
控、预防预警到位，实现风向
不变、施工不停，数据良好，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
理的双统筹、双促进，确保为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收官之战提供坚强保障。

郭明熙表示，2020年，大
气督导组全体成员要认真贯
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树立抓
环保就是抓民生、抓营商环
境、抓结构调整、抓新旧动能
转换的思想，实施差别化精准
管控，同时加强宣传引导，畅
通全社会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渠道，及时解读应急管控有关
政策，构建形成铁腕治污、联
防联控、正确引导、共治共享
的强大合力。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渲洋 陈露

本报讯 1月 2日，郑州市
举行 2020年第一批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新郑市两个重
点项目参加，总投资 5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9亿元。其
中，郑州市重点项目 1个，总
投资 3.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亿元；新郑市本级重点项
目 1个，总投资 1.5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0.8亿元。

据介绍，2020年，新郑市

初步谋划市本级重点建设项
目 214 个，总投资 1353.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06.4 亿
元。其中，拟列入河南省重点
项目 13 个，总投资 559.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56.3 亿
元。拟列入郑州市重点项目
16个，总投资62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29.65亿元。

为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目

标，新郑市坚持市领导分包制
和首席服务官责任制，形成“一
个重点项目、一名领导分包、一
组人员推进”的工作格局；健全
重大项目推进会、并联审批制
度，集中研究项目推进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破解资金、
土地等瓶颈问题，为推进项目
建设提供要素保障。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象乾 文/图

本报讯“想不到这么快就
办好了所有公司登记手续！”近
日，在新郑市政务服务大厅“一
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郑州景
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人
赵先生直夸办事方便，又有效
率。这是新郑市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
政务服务效率的一个缩影。

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以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为落
脚点和着力点，联合市场监管、公

安、税务、社保、银行等部门对标
外地先进标准，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实现企业开办效率再提升，推
动企业开办全面进入到“1时代”，
即一次申报、一窗办理、一天办
完。2019年8月30日，该局首次
实现企业开办“一件事一次办”，同
时推出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20个
“一件事一次办”高频事项，涉及开
店、办证、办事等多个方面。

为推动“一件事一次办”落地
生根，根据“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

该局重新制作出了服务指南、流程
图、一次性告知单等，方便群众更好
地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同时，
将涉及多部门的申请填报要素整
合为一张申请表，实现“一件事、一
表办”，有效解决了市民办事多次
填表、多次跑腿的问题。

据统计，2018年新郑市共新
增企业 4686户，2019年新增企
业 6411户，同比增长 36.8%，优
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取得了显
著效果。 新郑时报 李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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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年 12月 30
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上获悉，
按照《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
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要求，
经过申报材料审查、达标审
核、实地考查、综合评议等评
审程序，拟命名江苏省南京市
等8个城市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河北省晋州市等39个城市
为国家园林城市、河北省正定
县等72个县为国家园林县城、
浙江省百丈镇等 13个镇为国

家园林城镇。
其中河南省郑州市被拟

命名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荥
阳市、周口市、新郑市、长葛
市、孟州市、项城市、义马市为
国家园林城市，中牟县、孟津
县、汝阳县、郏县、博爱县、温
县、南乐县、鄢陵县、襄城县、
唐河县、民权县、柘城县、虞城
县、西平县、平舆县、遂平县为
国家园林县城，王屋镇为国家
园林城镇。
新郑时报 李显文

谋划重点项目214个，年度计划投资406.4亿元

2020年，新郑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喜讯！
新郑被拟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聚焦“双统筹”当好“指导员”
新郑市大气督导组部署体制改革工作

本报讯 2019年12月26日，
和庄镇组织开展全镇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观摩评比活动，对辖
区 12个未拆迁村逐一进行了观
摩。镇全体班子成员，包村干部，
乡村振兴办、党政办、党建办、村
镇规划建设办负责人，各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参加。

观摩中，各村分别汇报了村
庄内外卫生整治情况、长效管护
制度建立及运行情况等。

随后召开了全镇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逐村观摩点评会。会议首
先宣布了评比结果，并发放了红黑
旗和奖金。东高村和穆庄作为正
反典型分别做了典型发言和表态
发言。副镇长李淑红对下一步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镇党委书记唐永刚分别对
前段时间各村人居环境整治情

况进行了点评，并指出目前仍存
在工作开展不平衡、标准质量不
高、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与
群众期盼仍有差距等问题。就
做好下一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他指出，一要高度重视、提
高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和使命感；二要强化领导、全

面动员，广泛营造人人参与、人
人共建的浓厚氛围；三要明确任
务、提高标准、强化措施，切实把
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四要建章立
制、强化管理、奖罚分明，真正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智勇 文/图

和庄镇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观摩评比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27
日，新郑市新建路街道举办“万
名党员进党校、锤炼党性铸忠
诚”培训会，河南省委党校副教
授周海涛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生动翔实的
讲座。参加培训的人员来自于
新建路街道办事处辖区的机关、
企业、街道等党员代表200余人。

据介绍，此次培训会邀请

省、市专家和领导干部对该辖区
的党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

新建办丽都花园党支部书
记谷欣表示，通过这两天的集中
培训学习，更加意识到一个党员
的责任和义务的重大，更加坚定
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将把这种使命和担当应用
到具体工作中去，为新型社区服
务再做新贡献。”

新建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勇告诉记者，本次培训会参与
讲课的专家和教授通过讲真事、
引经典、党员知识测试等形式，
旨在加强辖区党支部的巩固建
设和党员正确先进的思想理论，
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王建伟

新建路街道 万名党员进党校 锤炼党性铸忠诚

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让企业开办全面进入“1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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