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扫黑除恶
第6督导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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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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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对公款旅游说“不”

市领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做好项目提前谋划遴选
纳入明年工作重点推进
本报讯（记者侯爱敏）12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带领

市发改委、规划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来到高新区、郑东新
区，实地调研今年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市政府秘书长
王万鹏参加调研。

王跃华一行先后来到郑州锅炉产业园（一期）项目、清华大学
附属中学郑东学校项目、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正商国际大
厦项目处，察看工程进度，了解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王跃华表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确保完成今年省市
重点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要全力以赴促投资，充分利用好当前施工
的有利时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工程项目建设推进。要多措并
举保开工，各责任单位要围绕尚未开工项目逐一制订推进方案，推动
项目按计划如期开工。要严格落实工地扬尘污染治理“8个100%”要
求。各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提前做好明年省市重点
项目的谋划遴选工作，选取一批投资规模大、质量效益好、辐射带动强
的重大项目，纳入明年省市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12
日电（记者 刘华 孟娜 郝薇薇）国家
主席习近平 12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访问“海洋”
全俄儿童中心。

习近平抵达时，受到普京热情迎
接。两国元首参观反映当年中国地
震灾区儿童在俄罗斯疗养情景的图
片墙后，共同前往剧场，出席“海洋”
全俄儿童中心接待汶川地震灾区儿

童10周年纪念仪式。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两国

元首分别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中俄是山水相连、

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伙伴，两国人
民守望相助、患难与共，谱写了许多
感人故事。2008年中国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俄方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
灾区救援。应俄罗斯政府邀请，996
名灾区中小学生来到“海洋”全俄儿

童中心疗养，收获了终生难忘的“海
洋”记忆。中俄关系发展史，也是两
国青少年密切交往的历史。近年来，
中俄青少年交流日益密切，增进了相
互了解和友谊。

习近平强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
来，是中俄友好的未来，是世界的未
来。希望两国青少年一代珍惜青春，
刻苦学习，积极进取，早日成为国家
栋梁之材；（下转四版）

习近平和俄总统普京共同
访问“海洋”全俄儿童中心

8月全省外贸进出口
实现两位数增长
进出口值完成416亿元增长26.8%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王伟杰）郑州海关昨日发布
信息，今年前 8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实现 2908.6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6.5%。其中出口 1824亿元，增长 11.2%；进口
1084.6亿元，下降0.5%。8月份当月，全省进出口值完成416
亿元，增长 26.8%。其中出口 214.9 亿元，增长 33.2%；进口
201.1亿元，增长20.6%。

前 8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呈现以下特点：一般贸易进出
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加工贸易近 6 个月来首次出现同比
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三成。前 8 个月，我省民营
企业进出口完成 907.7 亿元，增长 20.2%，占同期我省外贸
总值的 31.2%。

对美国、欧盟、东盟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前8个月，我省对
美国进出口 612.4 亿元，增长 26.8%，其中对美出口 580.6 亿
元，增长32.1%；自美进口31.8亿元，下降26.9%。对欧盟进出
口 362 亿元，增长 6.4%；对东盟进出口 338.9 亿元，增长
48.3%。上述三者合计进出口值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的
45.2%。

出口方面，手机出口回暖，农产品、铝材继续保持高增
速。前 8个月，我省出口手机 914.7亿元，增长 5.2%；出口农
产品 111.9 亿元，增长 28.8%；出口铝材 65.9 亿元，增长
30.8%。进口方面，集成电路仍是第一大进口商品。

市领导到中牟督导信访工作

把解决问题作为落脚点
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近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周富强到中牟县调研督导信访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现场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在中牟县人民来访接待大厅，周富强与来访群众沟通交
流，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了解问题原委，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并
与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回应群众期盼。

周富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
法权益当成一件大事来抓，把人民群众遇到的困难当成自
己的事来办，认真听取群众民生诉求，用真情化解纠纷，用
耐心解决矛盾。要坚持把解决问题作为信访工作落脚点，
群众反映的问题，凡是事实清楚、政策明确的，要给予群众
明确答复，最大限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依规依法处
理信访问题，抓好重复性信访举报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对符
合政策法规的合理诉求抓紧时间解决；要扎实做好信访基
础工作，强化督导检查，随发现随督查，确保信访工作要求
落到实处；要积极畅通信访渠道，及时准确了解群众诉求，
积极主动引导帮助群众通过合理合法渠道反映问题，努力
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力争把问题化解在当地、基
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市文化体制改革小组召开会议

让郑州文化企业
及时享受政策红利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市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成立郑州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领
导小组的通知》和《郑州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
则（暂行）》两个文件。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文化体制改革
专项小组组长张俊峰，副市长、市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副组
长刘东，市政协副主席、市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副组长吴晓君，
以及市文广新局、文物局、财政局等 28个成员单位相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

在听取各成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后，张俊峰表示，成立国
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中
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整改的内容之一，要与中央、省委
保持一致，尽快成立机构，尽快开始工作。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俊峰要求，要尽快开展资金申报工
作，要按程序、按要求进行申报，从今年开始落实扶持政策，推
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要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实
现扶优扶强、扶出成效，增加高质量文化供给。各部门要密切
开展合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让郑州文
化企业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从
昨日市环保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截至8月 31日，我市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共有优良天数 104天，占比
42.8%，同比增加 14天。其中，七八
月份我市空气质量 6项因子均达到
二级标准，为 2013年实施空气质量
新标准以来，空气质量最好的月份。

1~8月份，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6.49，同比降低1.24，下降16%；主
要污染物PM10浓度均值102微克/
立方米，同比降低 19微克/立方米，
下降 15.7%；PM2.5 浓度均值 61微

克/立方米，同比降低 7 微克/立方
米，下降 10.3%；SO2浓度均值 14微
克/立方米，同比降低 8 微克/立方
米，下降 36.4%；NO2浓度均值 44微
克/立方米，同比降低 7 微克/立方
米，下降 13.7%；CO浓度均值 1.7毫
克/立方米，同比降低 1 毫克/立方
米，下降37%；O3-8h均值203微克/
立方米，同比降低 10微克/立方米，
下降4.7%。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17
天，占比7%，同比减少12天。

1~8 月份，全市新立案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 688 起，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 688份，罚款金额 2571.1155
万元。1~8 月份，全市环保系统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较多的县（市、区）
是 荥 阳 市（112 起）、新 密 市（107
起）、上街区（60起），较少的是金水
区、中原区。

自 2017 年 5 月环境污染有奖
举报工作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市
落实大气污染有奖举报案件累计
1050 件，发放奖金 535610 元。其
中 500元的案件 956件，1000 元的
案件 27件，5000元的案件 6件，10
元线索奖61件。

郑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前八月优良天数占比超四成 七八月为六年来空气质量最优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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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11日，市政协和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组委会联合举办“黄帝文化精神标识与精
髓”研究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学者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为
指导，围绕提炼黄帝精神、弘扬黄帝文化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本报今日10版刊发“黄帝文化精
神标识与精髓”研究专家论证会发言摘要，敬请
关注。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曹婷）“现在市规
划局的建设项目审批效率非常高，还取消
了一些审批环节。原来到规划局报项目
需要个把月，如今只要项目符合规定，几
天就能顺利办下来。”昨日，在郑州市城乡
规划局报项目材料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对
企业而言，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
不仅是为企业节约一大笔资金，更重要的
是项目能早开工。

“放管服”是衡量改革给群众带来获得
感的重要指标。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明确
提出，要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优化审批
流程，提升政务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提升各

级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和效能，统筹
推进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
环境、人文环境、城市环境的优化，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

近期，郑州市城乡规划局推出“放管
服”一系列实招。据了解，由规划部门审批
的“一书两证”，目前审批时限已由原来的
各 30个工作日优化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为 6个工作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 7
个工作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 7个工
作日。全市建设项目“一书两证”审批时间
整体压缩了78%。

“市局同时取消了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审批环节和流程，如技术指标和日照分
析复核、交通评价等。”市城乡规划局行政
审批办公室负责人说。

取消这些对企业有多大影响？从事 7
年房地产项目报批的张女士给记者大概算
了一笔账：设计院做出交通评价需 1个月，
收费标准是每平方米1.5元，同时技术指标
复核、日照分析复核等收费，每平方米需要
0.8 元。倘若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的楼
盘，仅这一点就能省近百万元支出，减少30
天的开工等待时间，大大减轻了企业的时
间成本和资金占压成本。

与此同时，该局还将“容缺受理”引入

安置房规划手续办理，如在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受理时，容缺“出让合同”；在审查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受理时
容缺“土地证”。在前置手续未办结前，后
续流程提前进入受理程序，大幅压缩办结
时限。

市城乡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市规划
局以“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为
目标，以群众的获得感为政府改革的方向
感，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对
城乡规划局行政权力事项进行深层次的全
流程、全覆盖改革，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提供优质高效的规划服务和保障。

郑州“放管服”改革再获重大突破

规划“一书两证”审批时间压缩78%

秋收时节，我省各地秋粮陆续成熟，当地农民抢抓农时适时收
获，田间一派繁忙景象。

右图 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村民朱春花在展示晾晒的玉米。
下图 观音寺镇大董村村民使用收割机收割玉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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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友们可通过郑州国际马拉松赛
官方网站 www.zhengzhou42195.com 进
行赛事报名，也可关注官方微信“郑州
国际马拉松赛官方公众号”，扫描报名
专用二维码一键报名。筹委会报名咨
询热线：0371-63381730。郑马官方微信 郑马报名专用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郭韬略 刘
超峰）昨日10时，“郑州银行杯”2018郑
州国际马拉松赛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跑
友们对郑马的期待和热情随着报名工作
的开始充分显现。截至当日18时，已有
1万多人报名参加全程、半程马拉松和
健康跑。

从报名通道正式开启的那一刻起，
郑马组委会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就进
入忙碌模式，一边是网络报名的数字不
断刷新，一边是咨询热线频繁响起，让
人应接不暇，其间还有不少跑友专程来
到组委会咨询相关事宜。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从首
日报名情况看，河南，特别是郑州本地
的跑友占了相当大比重，说明本地跑
友非常看重在家门口跑首届郑马的意
义，此外，来自北京、上海、湖南、湖北、
甘肃、陕西等外省市的跑友也纷纷报
名。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外省市跑友

报全程和半程马拉松的人数会有明显
增加。“虽然有一定心理准备，但作为
一项全新赛事，首日报名情况还是超
出了预期，这说明郑州这座城市魅力
十足，这里的跑步氛围也非常浓厚。”
这位负责人表示。

首届郑马赛事规模22000人，分设
三个竞赛项目，除健康跑之外，全程马
拉松与半程马拉松项目均需通过抽签
决定参赛资格。

首届郑马预报名时间为 9月 13日

10时~9月 22日 18时，预报名截止后，
所有全程马拉松与半程马拉松报名选
手需抽签，最终中签者，即可获得参赛
资格。中签结果将于 10月中旬公布，
跑友们可关注赛事官网、官方微信及微
博了解赛事相关信息。

组委会特别提醒广大跑友，5公里
健康跑限额 10000人，不设抽签流程，
报满即止。还未报名的跑友，请尽快通
过赛事官网 www.zhengzhou42195.
com报名。

“郑马”报名火爆开启
首日人数过万

报名首日，组委会电话被热心的跑友们
轮番拨打，针对大多数跑友咨询的问题，组
委会特意通过媒体做出统一回答。

问题一：从哪里报名？如何报名？
答：赛事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均

设报名入口，跑友们进入报名网站后填写报
名信息，并成功缴费，即视为预报名成功。

问题二：是否设置现场报名点？
答：本届郑马未设现场报名点，不接受

现场报名。需要报名者请通过赛事官方网
站及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

问题三：报名完成后发现所报项目填写
错误，如何修改？

答：跑友们在填写报名项目时，需要多
次确认报名项目。一旦选定项目并缴费完
成报名，所报项目一律不予修改，同时报名
费也不做退还。

问题四：参赛物资什么时候领取？在哪
儿领取？

答：赛前物资领取的时间、地点，会在后
期通过赛事官网、官方公众号及微博进行通
知，同时也会有短信通知，请跑友们留意短
信信息。

问题五：半程马拉松项目是否发放完赛奖牌？
答：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完赛选手均

可获得完赛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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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新、大公、中和
黄帝文化精神标识与精髓

——专家学者聚郑研讨黄帝文化精神
标识与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