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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力作风保障
本报讯 近日，航空港实验区召开“能
教育整顿成果的重要抓手，
是适应新形势、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部署会，
贯彻落实
破解新难题、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全
全省、全市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动
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
员部署会议精神，动员全区上下以更高的
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
以此
标准锻造能力、以更严的要求锤炼作风，着
次活动为契机，推动全区党员干部能力作
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推动航
风实现大转变、
大跃升，
为全区高质量发展
空港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力作
凝聚磅礴力量，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风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再立新功，为中原更加出彩再添新彩。
召开。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俊峰、
张俊峰要求，要明确重点任务，
扎实推
党工委专职 副 书 记 常 继 红 、纪 检 监 察 工
动活动走深走实。要坚持“学与干”并重、
委书记郑福林出席会议。
“查与改”
贯通、
“建与治”
结合，
通过开展对
张俊峰在会上指出，开展“能力作风建
标找差大讨论、
能力素质大练兵、
作风问题
设年”活动，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大整治、队伍士气大提振，
争先进位创一流
的具体行动，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四大一创”活动，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
全会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
步增强前线意识、火线意识、战场意识，着

力提升政治能力、
专业化能力、
科技创新能
力、改革攻坚能力、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统
筹发展和安全能力、
群众工作能力、
处理遗
留问题能力等八种能力，推动全区党员干
部在旗帜鲜明讲政治、
联系服务群众、
深入
调查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推进改革创
新等五个方面的能力作风实现明显增强，
更好担负起航空港实验区高质量发展、高
水平开放、
高品质建设的时代重任。
张俊峰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活
动不空不偏不虚。要夯实主体责任，精心
组织实施。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此
次活动的重点，
要躬身入局，
真正把自己摆
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
找到差距，
对症施策，
立行立改，
真改实改，
形成“头雁效应”。要

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召开
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本报讯 1 月 5 日，郑州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航
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俊峰主持召开
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部署
全区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在最短时间内
控制住疫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和社会大局稳定。航空港实验区管委
会副主任王春山、魏学彬出席会议。
张俊峰要求，全区上下要保持清醒
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

速行动、全力以赴，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
度，合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要强化
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要落实机
统筹指挥和工作衔接，充分发挥区级疫
场联防联控机制，坚持人、物、环境同防， 情防控督导组作用，加强对各项防控措
严格以省市定点医院标准对机场、关爱
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环节、各
酒店、冷链物流等工作专班和服务人员
层级无缝衔接、高效联动。要按照市委
进行规范管理，提高相关人员核酸检测 “着眼于快、立足于早、落脚于准”要求，
和环境消杀的频率质量。要精心组织好
对出现的情况按照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安
多轮起底式全员核酸检测，做好群众宣
全快速准确处置，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
传引导工作，以有序的组织、人性化的措
播风险。
施让群众在严冬中感受到航空港区的温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聂斌

管委会领导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航空港实验
区管委会副主任魏学彬到 IT 产业园社区
服务中心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并慰
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魏学彬认真听取社区服务工作负责
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企业员工生活区

疫情防控卡点设置、全员核酸检测及保 “一盘棋”思想，统筹疫情防控、消防安
障服务员工等情况。
全、服务员工等各项工作，确保辖区和谐
魏学彬提出，员工生活区人口密集， 稳定，服务好企业在航空港实验区的健
是全区疫情防控的工作重点，社区服务
康发展。
中心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把
记者 王军方
各项政策及时准确落实到位，牢固树立
通讯员 谷明丽

全区推广
“54321”核酸检测工作法
本报讯 近日，航空港实验区组织人
社局局长季玉成主持召开全员核酸检测
安排部署会议。会议采用云视频形式召
开，组织人社局各督导组负责人和各办
事处党工委书记参加会议。
会上，季玉成传达了郑州市核酸检
测安排部署会议精神，分析了上一轮全
员核酸检测全区的经验和不足，总结提
出了航空港实验区“54321”核酸检测工
作法。
“5”即 5 个“一”，制定一套操作性很
强的工作方案，绘制一张精准细致的辖
区人口分布图，制作一张布局合理的采
样点位图，明确一套责任明晰的分工表，

固化一套标准化的操作规程。
“4”是做到“四个到位”，保证物资提
前两个小时到位，医护人员限时到位，点
位消杀限时到位，医废处理限时到位。
“3”是做到“三个三”，一是做到“三
化”，即采样点位优化、固化、标准化；二
是做到“三明确”，即明确点长责任制、明
确六大员、明确职责分工；三是做到“三
有序”，即通知人员有序、采样有序、转运
有序。
“2”是设立“两个目标”，一是设立质
量目标，确保精准到位，一个不少；二是
设立效率目标，按照“2+6”原则，提前 2 个
小时所有东西准备到位，6 个小时全部完

成任务。
“1”
是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
季玉成要求各办事处一要提高思想
站位，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严峻性、复
杂性，坚决落实郑州市关于核酸检测工
作安排部署，把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摆在
当前工作的首要位置；二要压紧压实责
任，各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负总责，抓好各
项措施落地落实，各部门拧紧责任链条、
压实主体责任，科学合理安排；三要严格
落实“54321”工作法，按照“5 个一、4 个到
位、3 个三、2 个目标、1 个责任心”原则，
做到应检尽检，
确保不漏一人。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孙文韬 吴彦庆

加强督查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抓好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要做到
统筹兼顾，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在开展活
动中要逐条对照“四大一创”，与党史学习
教育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推进航空港
实验区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同当前的中
心任务和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做到两手抓、
两不误、
两促进，
以活动成效推动航空港实
验区现代化建设开新局、
谱新篇。
全区各委（部）、局、
办，
各办事处（社区
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区属国有企业主
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以视
频形式召开，
各办事处设分会场。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王红生

投控集团与机场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打造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航空港实 验 区 投 控 集 团
与河南省机场集团日前签署战略合
作 协 议。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
张俊峰、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常继红，
省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省桢
到 会 。 投 控 集 团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张尽杰主持签约仪式。
仪 式 上 ，省 机 场 集 团 副 总 经 理
康 书霞和投控集团总经理沈立代表
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
合作，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的原则，围绕大通关基地建设、机场
核心区开发、航空双枢纽、物业服务、
综合能源、金融等领域开展大范围、
多样化的合作。
康省桢在致辞中表示，机场集团
与航空港实验区唇齿相依、亲如一家，
双方共同统筹“五区”联动、
“ 四路”协
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
方位高水平开放，参与和见证了河南
航空经济和郑州航空枢纽的快速发
展。与投控集团的合作可以实现互利
共赢、协同发展，共同助力航空港实验
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张俊峰在致辞中指出，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订，打开了航空港实验区与
省机场集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将为
航空港实验区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
化，全力以赴推进现代化建设，切实肩
负起全省、全市经济发展主阵地、主战
场、主引擎使命责任提供新的发展动
能。希望双方以此为起点，灵活、深
入、务实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开发建设新
模式，打造产城融合新高地，树立“区
港联动”
新典范。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聂斌 马国樑 栾杰 文/图
（感谢航空港实验区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