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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28日，中央扫
黑除恶第 6 督导组进驻河南
省，进驻时间为 8 月 28 日至 9
月 27 日，其间设立举报电话：
0371-65603933（每天受理时
间 为 8：00~20：00），举 报 信
箱：郑州市 A001 号邮政专用
信箱，主要受理河南省涉黑涉
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扫黑除恶
第6督导组公告

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娜）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党组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胡荃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红战参加会议并传达有关会议精神。

会议传达了中央扫黑除恶第 6督导组督导有关工作安
排；听取市人大常委会落实中央、省委巡视整改工作进展情
况；听取和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方
案》；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等。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要按照中央、省委
巡视整改部署安排，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扎实
的措施、最严格的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认领责任，抓好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确保突出问题逐一整改到位，举一反三建章
立制到位，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是新时代推动宣传思
想工作开创新局面的一次全局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
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带头学习好、领会好、宣传好
会议精神，自觉担负起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严格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面提升宣传思想素养和能力，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的人大常委会机关
工作队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武安、王广灿、王贵欣、王铁良、
范强、法建强、赵书贤，秘书长王福松参加会议。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
第一次工作对接会在郑州召开

盛茂林主持并通报督导工作情况 喻红秋作表态讲话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刘勰）9 月 4
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
第一次工作对接会在郑州召开。督导组组
长盛茂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省级层面督导工
作情况，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代
表省委作表态讲话。任正晓、孔昌生、舒庆、
徐光、胡道才、顾雪飞出席会议。

盛茂林在讲话中肯定了河南前段工作
成绩，并从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治理、
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等六个方面
通报了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他
强调，认识要再提高，坚决把思想认识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压实主体责任，层层抓好落
实；宣传要再深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
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畅通举报渠
道；扫除要再精准，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严格依法办案；彻查要再发力，进
一步加大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

“保护伞”的力度；综治要再加强，加大协同
配合，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党建
要再夯实，下大气力抓实基层组织建设，加
大对软弱涣散党支部的整顿力度，切实提
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牢防黑防恶堤坝。
喻红秋表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两个
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督
导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做好问题整
改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要明确任务强

化措施，对照职责，建立台账，加强跟踪问
效，压实工作责任，坚决把问题整改到
位。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投入更大力
量，采取更有力措施，在责任落实上再强
化，宣传发动上再深入，打击整治上再突
破，深挖“保护伞”上再发力，推动专项斗
争取得新胜利。

我市部署推进停车场
建设管理权下放工作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市区停车场建设管理权下放工作

部署会近日召开，对停车场管理工作机构建设、路内停车泊位
下放、工作人员下沉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跃华，副市长黄卿出席会议。

根据日前我市印发的方案，全市将按照“重心下移、属地
管理、责权对等、权随事走、人随事调、责随事转”原则，通过停
车场建设管理权下放促进市区停车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停
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王跃华表示，加紧推进停车场建设管理权下放工作，实现责
权利相统一、管理重心下移，是我市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城
市治理模式的一项重要变革。他要求各级各单位要站位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城市管理格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进一
步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按照“五落实”

“两不变”原则开展工作，确保停车场建设管理权下放各项工作
任务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时间节点扎实有效推进。

专家学者齐聚郑州
共商航空货运发展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相关部门获悉，第二届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论坛于 9月 5日至 8日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介绍，此次论坛由国际民航组织、郑州市政府主办，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协办。

本届论坛主题为“打造航空货运的未来”，将邀请国际民航
组织官员及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国际民航组织部分成
员国民航当局、国内外知名航空器制造企业、枢纽机场、航空货
运公司及国内行业主管部门、业界专家学者约390人出席。

郑州将以举办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市在全球
航空货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化省、市与国际民航组织合
作，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及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加
快打造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使郑
州建设成为立足中原、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郑州启动实施社会
事业人才荟萃计划

本报讯（记者 王红）全市专业人才培育步伐不断加
速！昨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今年起，全市启动实施社
会事业人才荟萃计划，计划到2020年，引进培养1000名社
会事业领域专业人才。

据了解，实施此项计划，旨在推进省会社会事业人才培
养开发，着力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人文社科等领域，大
力引进培养一批知名教育学者、医疗专家、文化名家和艺术
大师。计划到 2020年，在社会事业领域引进培养 1000名
具有国内外专业领域领先水平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在全国
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行业影响的地方级领军人才、在专业
领域成绩较为显著、具有较大发展潜能的地方突出贡献人
才，加快培育1000名左右网络传媒、城市规划设计、市政管
理、环境工程、社会工作等方面专业骨干人才，形成与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事业人才队伍。

今后，我市将每年定期编制发布《郑州市社会事业领军
人才和骨干人才需求目录》，作为高层次社会事业人才、急
需紧缺人才和专业技术骨干人才引进培养的依据。每年
11月，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
本行业需要，制定次年引进培养高层次社会事业人才及急
需紧缺人才年度计划。

根据相关规定，对入选社会事业领域中的国家级领军
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地方突出贡献人才，将分别给予
2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入选的急需紧缺人才
按认定层次给予5万元~10万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记者从市
税务局获悉，按照我市部署，全市税务系统
聚焦突出问题开展行业性专项整治，深入查
处涉税问题，积极稳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据介绍，市税务局成立新的扫黑除恶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新的扫黑除恶工作方案，明
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细化工作内容，提
出工作要求。同时，召开全市税务系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议，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截至目
前，市税务局成立市级领导小组一个，一把手

任组长，设立办公室，三名专职人员负责此项
工作。市（区）、直属单位成立领导小组 16
个，由各单位一把手任组长，分别设立办公
室，由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各级扫黑办
公室共组织召开扫黑除恶专项会议75次。

聚焦突出问题开展行业性专项整治。市
税务局下发扫黑除恶工作方案，要求各单位
紧盯混凝土、砂石、交通运输、物流、煤矿、娱
乐服务、集贸市场、建筑安装等易发生群体性
事件的行业开展集中专项整治，深入查处涉
税问题，扫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目前，各单
位按照行业整治方案要求进行线索摸排，排

查线索12条，已移交各级扫黑办12条。
根据省税务局确定的成员单位，市税务

局明确了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对各成员单位细化职责分工，要求各成员单
位要做好协同配合。市税务局设立专门扫
黑办公室，制定《扫黑除恶办公室工作职
责》《扫黑除恶办公室联系会议制度》《扫黑
除恶办公室安全保密制》《扫黑除恶办公室
档案管理制度》《扫黑除恶办公室专职人员
工作职责》等制度。扫黑办专职人员对扫黑
除恶工作档案进行分类、归集、整理，设置专
门档案柜和档案资料盒。 （下转六版）

重点打击涉税违法犯罪
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着力解决就学难消除大班额

全市三年计划
建学校178所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2020年，66人以上超大班额彻底
消除；三年内全市共计划新建、改扩建学校178所，增加教学班
数5978个，增加教职工11285……市政府办公厅昨日印发《郑
州市解决就学难消除大班额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计划利用三年时间，着力解决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问题。

计划新改扩建178所学校
按照《计划》，2018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彻

底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非起始年级超大班额占比控制在
3%以内，56人以上大班额占比明显下降；2020年，66人以上超
大班额彻底消除, 56人以上大班额占比不超过10%。

三年内全市共计划新建、改扩建学校178所，增加教学班
数 5978 个，学位 282695 个，校舍建筑面积约 395.1 万平方
米，占地面积 508.4万平方米；总投资需 130.6亿元，同时，需
增加教职工11285人。

今年新改扩建71所学校
2018年，计划新建、改扩建学校 71所，项目建成后将增

加教学班数 2093 个，学位 96530 个，校舍建筑面积约 132.6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187.5万平方米；总投资需 41.1亿元，
同时需增加教职工3556人。 （下转六版）

全省失业保险金
标准下月起上调

本报讯（记者 王红）10月 1日起，河南省失业保险金标
准上调，这是记者昨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得的
信息。

按照省政府要求，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我省各地将
实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及有
关规定，我省现行失业保险金标准也将随之进行相应调
整。政策规定，失业保险金标准按照统筹地区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所在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80%确定，月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后，失业保险金标准相应调整为 1520元/月、1360
元/月、1200元/月。其中，实行市级统筹的省辖市（含市区
及所属县市）原则上统一执行本市市区的失业保险金标准，
具体标准由省辖市政府确定；纳入省直统筹的郑州铁路局、
武汉铁路局在豫地区失业保险金标准，参照郑州市市区标
准执行；省直管县（市）执行当地相应的失业保险金标准。

对按照规定补发、一次性领取、跨统筹地区转入转出、
再次失业时合并计算的上次转入剩余期限的失业保险金，
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被判刑收监执行人员在其刑满、
假释后恢复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仍按原规定执行。

新调整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从10月 1日起施行。其他失
业保险待遇标准亦按调整后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计算发放。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圆桌会议
习近平主持通过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王
卓伦 刘羽佳）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圆桌会议 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论坛共同主
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分别主持第
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会议通过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同论坛共

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及其他
53个论坛非洲成员代表团团长一同
步入会场。习近平宣布会议开始。

与会各方重点就推进中非关系、
深化各领域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以及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发表了
看法。

习近平强调，两天来，北京峰会
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凝聚
合作共识，对接发展战略，再次唱响
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主旋律。

习近平指出，论坛北京峰会共
同回顾了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8 年
来特别是 2015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
以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
得的长足发展，审议了中非“十大
合作计划”全面落实情况，对此感
到满意。（下转三版）

绿城秋韵绿城秋韵
翠绿染金黄，夕照红于烧……铺满秋色的郑州，秋

韵浓浓，迷人惊艳。 记者 马健王秀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