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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任命18名
新一届省政府组成人员

本报讯（记者 李娜）3月 31日下午，河南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经过表决，任命18名省政府组成人
员，并现场颁发任命书，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决定任命：

朱焕然同志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何雄同志任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刚同志任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贾瑞琴同志（女）任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舒庆同志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
鲍常勇同志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
申黎明同志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
王东伟同志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
刘世伟同志任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王仲田同志任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吴浩同志任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宋虎振同志任河南省农业厅厅长；
刘金山同志任河南省林业厅厅长；
张延明同志任河南省商务厅厅长；
宋丽萍同志（女）任河南省文化厅厅长；
阚全程同志任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汪中山同志任河南省审计厅厅长；
付静同志（女）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主任。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通过一批人事任免
本报讯（记者 李娜）3月 31日下午，河南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一批人事任免，涉及省人
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检察院。

具体任免如下：

省人大常委会
任命：

王新民同志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
免去：

张学勤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职务。

省人民检察院
免去：

刘建国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职务（刘建国同志已于今年 1 月任河南省
监察委员会委员）；

朱亚滨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王莉、张东美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
输分院检察员职务；

杨瑞超同志的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保证生产过程安全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李玟菡）副市长

史占勇近日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新密就工业
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调研，要求各类企业在复工
复产后，加大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保证生产过程
安全。

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新密市郑宏恒泰煤业有
限公司察看煤炭安全生产工作，对该公司复产后
矿井的瓦斯排放检测情况进行了查验；随后前往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察看了厂区和集中
控制室情况；接着前往新密市万力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察看了集中控制室及检测室情况；最后前往
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加工车间，了解了职
业病防治情况。

史占勇表示，春季后各类企业复工复产，进入
生产施工高潮期，安全问题决不能忽视。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机制，加大安
全隐患的排查力度，保证生产过程安全。企业要
对生产车间有害因素及其健康损害进行识别、评
估、预测和控制，确保给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
境。煤矿企业要定期检查矿井的安全保障措施，
保证矿井生产安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畅通信访

渠道，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就地解

决群众合理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郑州

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将郑州市党政领导干

部4月份接访日安排予以公布。

接访时间：4月份。

接访地点：郑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分别到其

联系或分管单位的人民来访接待场所接访。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4月1日

接访领导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

郑州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

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

郑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保卫

郑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健

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

郑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周富强

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焦豫汝

郑州市委常委、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鹏

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

接访时间

4月 9日

4月 3日

4月 4日

4月 8日

4月 9日

4月 10日

4月 11日

4月 12日

4月 13日

4月 20日

接访地点

新密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荥阳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高新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金水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航空港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市工商局来访接待室

中牟县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中原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东新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管城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关于郑州市党政领导干部4月份接访日安排的公告
接访领导

郑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

郑州市副市长刘东

郑州市副市长黄卿

郑州市副市长李喜安

郑州市副市长万正峰

郑州市副市长吴福民

郑州市副市长史占勇

郑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马义中

郑州市中级法院院长于东辉

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

接访时间

4月 23日

4月 16日

4月 19日

4月 24日

4月 25日

4月 26日

4月 27日

4月 24日

4月 17日

4月 19日

接访地点

登封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郑州市教育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文物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供销社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食药监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国土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科技局来访接待室

郑州市公安局控告申诉大厅

郑州市中级法院信访大厅

郑州市检察院控告申诉大厅

中原监察与检察
理论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梁利波）昨
日，中原监察与检察理论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
监察权和检察权的衔接与制约学术研讨会在我
市举行。

据介绍，该研究中心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该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监察与检察理论研究
搭建良好的平台，体现了我省高校积极参与推
进国家法治进程，推动在诉讼程序中解决实务
问题。同时，有助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培养
监察人才和检察人才方面有所侧重，因材施教。

据了解，该研究中心下一步将以监察制度
与检察制度为两条主线开展研究，努力成为全
国廉政文化研究的智库。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今年我市畜牧部门将以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和开展畜牧业质量年行动为
抓手，力争全市主要畜产品产出安全，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
上，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和重
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今年，我市畜牧部门将继续实施兽用抗
菌药、“瘦肉精”、生鲜乳等专项整治活动。

兽药的专项整治方面，严厉打击不按
兽药GMP标准组织生产、违法制售假劣兽

药和违禁药物、改变产品组方滥加抗菌药
物、兽药添加化学药物、兽药中非法添加隐
性成分的行为；严厉打击未按规定建立兽
用处方药销售台账、销售违禁和未经批准
使用的抗菌药物、兽用抗菌原料药拆零销
售等行为；严厉打击超剂量超范围使用抗
菌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

生鲜乳专项整治方面，严格生鲜乳收
购运输许可，不得有超范围办证或许可；对
出现非法添加、收购销售不符合质量安全
国家标准的生鲜乳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吊
销许可证照，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强化日

常监管，落实好“生鲜乳生产收购记录和进
货查验”等制度，督促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
车经营主体落实质量安全首负责任。

畜禽屠宰环节专项整治方面，严格生
猪屠宰行业准入，加强定点屠宰企业资格
证牌使用管理，依法取缔私屠滥宰“黑窝
点”；督促定点屠宰企业履行肉品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监督其严格执行进厂（场）登记、
待宰静养、肉品品质检验、“瘦肉精”自检、
无害化处理等制度。外埠入郑肉品安全整
治方面，严格落实五项工作制度，确保外埠
入郑肉品安全。

抓好多项专项整治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上接一版）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制度。
助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目前，25项自贸试
验区制度已在河南落地。仓储货物按状态分
类监管制度正是其中一项，该项制度允许非
保税货物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储存，与保税
货物一同参与集拼、分拨，根据国内外采购订
单最终确定货物实际离境出口或返回境内区
外。该项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新郑综合保税区
内进口服装业务的快速发展，自 2017年 3月
23日首批进口 ZARA 服饰进入新郑综保区
以来，郑州海关累计监管新郑综保区进口服
装货运量已突破4000吨，货值突破7亿元。

围绕打造“综合流程最优、综合效率最高、
综合成本最低”的大通关模式，河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提出了5个方面22条支持措施，推出
9项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按照严密防范

质量安全风险和最大便利化的原则，实行“一
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通关监管服务
模式。2017年，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累计
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包裹8701.18万包，货值
102.5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2.36%、53.77%。

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探索食品、农
产品及水产品的快速检验检疫模式。实现了
进出口货物全国范围“进口直通、出口直放”，
2017年进出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通关效率
同比提高63%。目前，河南已建成进口肉类、
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牛等功能
性口岸，功能性口岸数量位居内陆省份首位。

“减证”推动“简政”
“三十五证合一”成效显著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企业热情。郑州片区

积极推进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片区企业获
颁全省首张电子营业执照。同时，通过优化

“三十五证合一”办理流程，推动郑州海关与
工商系统信息互联互通。多项措施极大激发
企业活力，截至目前，郑州片区已累计为企业
办理各项业务33万余件，日均办理业务1400
多件。

改革投资体制、打造信息服务平台、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郑州片区以持续提升政务服
务为抓手，不断优化片区内营商环境。把企
业和群众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作为改进工
商登记服务的主攻点，郑州市工商局在郑州
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综合服务窗口优
化商事登记服务机制，全面开展业务通办。
除发照窗口外，12个综合服务窗口均实现商
事登记业务通办，统一叫号，统一办理，均衡

了业务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学习借鉴
上海、天津等自贸区先进经验，在商事登记综
合服务窗口率先试行“容缺受理”，对基本条
件具备、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
但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申办事项，实行
先予受理和审查，允许“先上车后补票”，避免
群众反复办、来回跑。

2017 年 8月 1日，全省“三十五证合一”
改革在自贸区郑州片区正式启动，以“减
证”推动“简政”，打破了部门信息孤岛，提
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创办企业只需到
工商窗口提交一次申请，即可领取加载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正常开展经
营。办结时限由改革前的 50 个工作日，压
缩至 3个工作日，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创
业创新。

郑州片区跑出“自贸速度”

本报讯（记者 张立）新郑市今年第二
批 33个重点项目近日集中开工。包含省
重点项目3个，郑州市重点项目1个，总投
资28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6.1亿元。

此次开工的 33个重点项目中有产业
发展项目 7个，年度计划投资 38亿元；基
础设施项目 3个，年度计划投资 1.1亿元；
生态建设项目两个，年度计划投资 1.7亿
元；社会事业项目 10 个，年度计划投资

5.2 亿元；社区建设及征迁改造项目 11
个，年度计划投资50.1亿元。

在这些项目中，乾德电子信息科技园
项目，总投资 7亿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
纳税 4000万元以上，可带动周边近万人
就业。正弘华梦新都建设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总建筑面积 294 万平方米，涵
盖商业中心、文化展示中心和生态居住组
团等三大板块，倾力打造既保持原有郑韩

特色，又具有现代景观效果，功能齐全的
亲水型、生态型、高品位的一流新城。

为做好今年项目建设工作，突出项目
引领，助推新郑市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
设，该市已于 2月 1日举行了第一批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开工项目 23个，总投
资 70.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4.5 亿元。
截至目前，23个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12.3
亿元，占年度投资的27.6%。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 孙
婧）中原区第二批重点项目日前集中开
工，文化旅游项目格外抢眼，成为该批项
目中的“重头戏”。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14
个，总投资257.6274亿元。

该批集中开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
两个酝酿已久的“文旅新地标”项目：中
原华侨城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和二砂文化
创意园项目取得实质性推动。此外，还
涉及安置房、道路、河道改造提升方面。
其中，安置房项目有：北部片区天王寺安

置区项目，后河卢安置房项目，铁炉安置
房项目，董砦村、牛砦村连片开发。道路
改造提升项目：洛水路（站前大道—凯旋
路）、文博大道（凌霄路—西四环）、金龙
路（常州路—玉华路）、金马路（杭州路—
西四环）、雪松路（郑上路—中原西路）、
健民路（洛水路—凯旋路）。河道改造提
升项目：须水河改造提升项目一期，全长
8.3公里。

据了解，今年中原区省、市重点项目
共 26个，其中省重点项目两个，市重点项

目 1个。1~3月份中原区省、市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额 50.7亿元、投资率 26%，
实际开工项目3个，开工率100%。

为加快项目建设，中原区落实在建产
业项目服务专员机制，对重点项目进行一
对一服务，为项目解难题；加大省、市重点
项目配套服务，快速推进重点项目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进度；不断强化联合督查，对
重点项目问题解决情况、清场进地等情况
进行定期督查、跟踪问效，确保重点工作
和问题及时落实和解决。

新郑突出项目引领
助推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设

集中开工33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281.9亿元

中原区多项举措
加快推进省市重点项目进度

集中开工项目14个 总投资逾257亿元

机场停车场智能
缴费占比近九成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宋圆圆）记者

从郑州机场获悉，越来越多的旅客在郑州机场
停车时选择微信、支付宝等智能缴费方式，目前
郑州机场停车非现金缴费日收入占比高达
89%，在国内机场名列前茅。

据介绍，郑州机场 2号停车场已开通微信
支付宝扫码缴费、储值账户、微信公众号、高速
ETC、银联云闪付、支付宝无感支付等多种智
能缴费方式。3号停车场ETC通道也已开通，
可支持微信、支付宝及 ETC支付。从 2017年
下半年开始，郑州机场停车非现金缴费收入占
比不断上升，截至今年 3月 25日，非现金缴费
收入占比达到89%，创下历史新高。

郑州机场今年将继续提升停车场停车系统
智能化，计划在2号停车场引入反向寻车系统，
同时优化停车场 WiFi 服务，实现停车场内
WiFi全覆盖，届时可实现停车场手机动态导航
寻车功能。

税收宣传月
亮点活动多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刘志红）市国
税局、地税局近日联合举行“千屏共鸣晒税情
全民共赏话税收”活动，正式拉开第 27个税收
宣传月活动的帷幕。

据了解，市国税局、地税局的税宣月活动将
紧扣“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主题，精心策划制作了多部宣传画报、宣传
视频，依托“商贸区”“交通线”“服务点”三大宣
传阵地的千余个电子公共显示器循环播放，让
市民进一步了解税收工作。

据悉，在第 27个税收宣传月期间，市国税
局、地税局还将深入开展“问计企业 扶持税
源”“送宪法 入民心”“多方共谋”“共话税收”
等系列活动，多角度展示税务部门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全方位宣传减
税降负、春风行动、最多跑一次清单等便民服
务措施，让更多纳税人知晓这些便民措施并从
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