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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荥阳 时

本报讯 新年伊始，万象更
新。1月 2日上午，2020年上班第
一天，中车郑州轨道交通装备基地
配套企业产业园标准化厂房二期
工程项目现场车来车往，荥阳市
2020年第一批重大建设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在这里举行。

中车郑州轨道交通装备基地
配套企业产业园标准化厂房二期
工程项目紧邻郑州中车，占地面积
约375亩，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建
设内容为独立式标准化厂房，以及
配套的管理、电子信息、质量检测及
服务设施用房，可满足不同企业的
各种需求。园区建成后，预计入驻
企业投入的生产设备及安装费用可
达到21亿元，整个园区预计总投资
可达到 49亿元，营业收入可达到
100亿元，利税达到20亿元。

当天，在中车郑州轨道交通装
备基地配套企业产业园标准化厂
房二期工程项目开工的同时，郑州
山德机械有限公司机械产品及备
件生产线、郑州荥阳人工智能产业
科创园项目、荥阳市清洁取暖项目
等 8个重大项目开工，总投资 41.6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3.9亿元。其

中，河南省级重点项目 1个、年计
划投资 5亿元，郑州市级重点项目
6个、年计划投资 16.6亿元，荥阳
市本级重点项目 1个、年计划投资
2.3亿元。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
是谋未来。过去一年，荥阳认真落
实省、郑州市关于项目建设的各项
决策部署，坚持以经济工作项目
化、项目工作责任化统揽全局，提
速办理审批手续，加快落实开工条
件，项目建设成果丰硕。截至目
前，全市 156个重大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 362 亿元，占年计划投资
84.4%，其中 118个项目开复工建
设，49个项目竣工投产；入选省、
郑州市的 42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24.9亿元，占年计划投资103.9%，
开复工率100%。

新的一年，荥阳把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围绕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目标，初步拟定重
点建设项目 152个。项目主要涵
盖工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城建交
通、农林水、棚户区改造等领域，总
投资1349亿元，年计划投资355亿
元。35个项目选报河南省和郑州

市级重点建设项目。152个项目
按行业分：工业项目 54个，年计划
投资 104.6亿元；服务业项目 21
个，年计划投资137.8亿元；社会事
业项目 17个，年计划投资 22.1亿
元；城建交通项目 32个，年计划投
资 46.1亿元；农林水项目 10个，年
计划投资 4.2亿元；棚户区改造项
目18个，年计划投资40.7亿元。

为保障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达
效，荥阳持续完善市级领导分包、
非永久性实体工程先行施工、考评
通报等机制促进度，大力推行并联
审批、容缺办理、联合审验、拿地即
开工等审批制度改革提效率，积极
实施集中开工、分层分类推进、“四
比四看”、政银企对接、“中梗阻”问
题专项治理、“六比一创”等有效举
措强保障，同步提升项目建设安
全、质量、速度、大气污染防治等精
细化管理求实效，确保以项目建设
高质量带动支撑强投资、稳增长，
在助力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
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
长极的进程中，凝心聚力出重彩。
荥阳时报 崔睿杰
通讯员 蒋士勋 禹海水 文/图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30日下午，荥阳召开“放管
服”改革审计反馈问题整改
暨政务服务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推进会。

据了解，为彻底根除政
务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不断
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荥阳决
定开展营商环境政务服务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即日起至 2020年 1月 23
日为集中整治阶段，将重点
围绕“黄牛”“黑中介”违规
代办、政务窗口服务质量不
高、企业开办程序材料冗
繁、在线登记便利度不高、
政务服务事项应进未进、服
务大厅周边配套设施不全

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荥阳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邢留印指出，营商环境
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软
实力，政务服务环境是营商
环境的试金石。各责任单
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对标先进地区打造最优营
商环境的成功经验，做好简
政放权的“减法”，做强监管
的“加法”，做优服务的“乘
法”，把专项整治政务服务
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政治任
务，采取有力措施，破解堵
点痛点难点，激发市场活
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好坚实基础。
荥阳时报 王焱楠

荥阳首批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41.6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3.9亿元

本报讯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
不安。为全面做好中小学生国防
教育工作，着力增强广大学生爱党
爱国、心系国防、崇尚英雄的思想
情怀和国防观念，2019年 12月 27
日，荥阳市新时代中小学生国防教
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机电
工程学校举行。

当日上午 9时整，启动仪式在
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幕，荥阳
市副市长任莉主持启动仪式，荥阳
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培山对
荥阳市新时代中小学生国防教育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校长张国
福、教师毛勤军分别做了表态发
言。荥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宏伟为郑州机电工程学校授予

“荥阳市国防教育示范学校”，与会
领导共同为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发
放了英模挂像。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明天
和未来，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理应从内心深处
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为中国梦、强军梦奉献青春和力
量。”会上，荥阳市委常委、人民武
装部长曹俊峰围绕什么是国防、为
什么要加强国防建设、新时代国防
建设成就及青少年学生应该怎么
做 4个方面作讲话。他希望青少
年学生要忠贞爱国、崇军尚武、守
护和平，要勤勉好学、参军报国，牢
固树立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自觉
担起安邦定国、强国兴国的重任，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奉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领导和

与会同志参观了郑州机电工程学
校国防教育长廊。

据了解，中小学生国防教育是
全民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实施素
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
荥阳市教体局将在全市中小学校
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注重师资
建设、课程设置和活动开展，真正
让学校国防教育“动”起来、“活”起
来、“站”起来，努力凝聚起全社会
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
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带动提升全
民国防意识，着力构建全民国防教
育新格局。
荥阳时报 崔睿杰
通讯员 王曼

荥阳市新时代中小学生国防教育系列活动启动

真正让学校国防教育
“动”起来、“活”起来、“站”起来

荥阳专项整治政务服务领域突出问题

本报讯 2019年12月26
日，荥阳召开会议，对《荥阳
市全域公交城乡一体化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
评审。

会上，专家组和与会人
员围绕荥阳市全域公交城乡
一体化建设项目建设的必要
性、合理性、可行性以及经济
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讨论交
流，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通过专家组评审，《荥
阳市全域公交城乡一体化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
得了通过。

荥阳市副市长李云峰希
望相关委局要站在“两个维
护”的高度，着眼发展大局，
全力以赴，服务好该项目的

前期审批工作，尽快完成该
项目的前期立项工作。

据了解，荥阳市全域公
交城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建
设将利用有效的土地资源为
荥阳新建客运场所、农村客
运服务平台、农村公交综合
服务场站以及配套公路提
升，极大改善乡村客运设施
现状和服务效率，实现铁路、
城市公交、乡村公交有效衔
接，提高荥阳城乡客车运载
能力；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将促进项目地周边市政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提升荥阳整
体形象，推动我市同周边县
市经济交流，提高城镇居民
生活质量。
记者 姚辉常

荥阳将实现全域公交城乡一体化

本报讯 2019年12月26
日，郑州市“四好农村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对荥阳市
2019年度“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创建工作进行考核，检
查组对荥阳市“四好农村路”
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次检查重点考核“四
好农村路”建设中责任主体
落实、建设质量、资金到
位、工作效率、管理养护效
果和运营等方面工作完成
情况。内容分为内业和外
业两部分。内业组根据“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考核
内容，对农村公路建、管、
养、运内业资料进行检查。

外业检查主要包括工程项
目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方面
实地察看，对邢寨（X021）-
贾峪大街、王沟-寨子峪、五
龙寨-省道 S233等道路建
设规模、宽度、厚度、平整
度、路肩、排水设施、标志
标牌、波形护栏、安防设施
进行实地察看；养护管理方
面对广武董庄村级养护室、
养护站、X057中修工程、广
武安防工程建设管理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运营方面察
看车辆运行及站牌设立等
情况。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刘文举

郑州高度评价荥阳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