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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应急：七个方面书写下半年应急答卷
记者在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视频会议上了解到，下半

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将围绕年初既定的目标任务，强化
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工作统筹，重点抓好七个方面工作，
书写郑州应急工作的下半年答卷。

会议要求，统筹好上与下关系，统筹好长与短要求，统
筹好内与外联系，统筹好点与面结合，统筹好严与实标
准。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统筹抓好应急管理各项
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创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加快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常抓不懈 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立秋以后将进入呼吸疾病的高发期，全市应急系统要
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减
少人员聚集，开展联防联控，确保全系统干部职工不出任
何问题。

在毫不放松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和系统内部疫情防控
的情况下，深入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建强应急管
理信息收集和综合研判系统、应急指挥和物资保障体系，
运用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加强社区应急管理，提高处理急难
险重任务能力，更加科学高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围绕目标 全力抓好防汛抗旱工作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暴雨洪水随时都有可能发
生。市防指将围绕“五个不”的工作目标，落实好“查、转、改”
防范措施，立足于防。一是重大水利工程安全不出事，即黄

河大堤、南水北调干渠、水库大坝等绝对不能出事。二是造
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不发生。三是城市居民家中不进
水。四是重要交通不中断，即城市主干道、快速路、高速公路
等不能中断。五是局部地区积水时间不能长。

坚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防汛备汛工作，实现两手
抓、两不误；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确保职责措施落
实到位；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强化监管巡查，落实整改措
施；进一步强化科学调度，加强防洪工程值守巡查和安全
管护；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全力开展超标洪水防御工作；
突出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工作准备，组织开展逃避险演练；
进一步做好旱情供水保障准备，全力保障城乡因旱供水安
全；进一步强化研判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及时
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对标要求 强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今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之年，要对照《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标准要求，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做好

加油站、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工作，重点抓好城

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设施完善工作。

各县（市、区）应急局要对标《省会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实地项目操作表（城市避难场所）》的要求，对本辖区

内城市避难场所逐一进行排查，特别是避难场所的公益广

告是否规范，城市二类及以上避难场所选址有效面积是否

达到大于 2000平方米且人均大于 1.5平方米的标准，避难

场所是否有两条道路进出，应急棚宿区的应急设施是否完

备，避难场所周边主干道指示标牌是否规范，避难场所入

口是否设置平面图和疏散线路图，避难场所是否设置无障

碍设施等重点内容，进行逐个、逐项的排查，发现问题要立
行立改，确保100%达标，顺利通过验收。

健全机制 完善应急管理现代化治理体系

启动《郑州市“十四五”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年底前完成规划文本初稿。提请市委、市政府印发《郑州
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三年提升计划（2020—2022
年）》，进一步完善我市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健全完善应急预警机制、会商研判机制，完善重大灾
害应急处置工作机制，推动落实《郑州市应急救援联动工
作机制（试行）》，保障应急指挥渠道顺畅、及时高效。深化
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及时推进出台市级及以下总体应急预
案，做好各级各类预案衔接，适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以
郑州市与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合作为契机，加快“数字郑州”
城市大脑·应急项目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平台建设。

组合发力 筑牢城市安全生产防线

完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制度，用好安全生产警示约
谈、挂牌督办、巡查和重点管理、事故调查等“组合拳”，织
密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为抓手，督促各行业部门把安全隐患排查化解的制度
落细落实，确保城市安全、社会安定、市民安宁。深化延续
双重预防体系阶段性成果，2020年底，全市基本建成自上
而下、全员参与、规范有效和可考核、可智控、可追溯的双
重预防体系。全面推动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年底前主

城区建成区完成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

加强协作 全面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加强与水利、自然资源、建设、农业、林业、气象等部门
沟通对接，实现各类数据和信息互通共享。落实汛期、森
林防火紧要期各项防范措施，确保防汛抗旱和森林防火形
势稳定。

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衔接好“防”与“救”的责任
链条，扎实做好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工作。认真开展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大力发展培育灾害信息员队伍。加强
市县两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网络体系建设，形成以市级储
备为支撑、县级储备为依托、乡镇和社区储备为补充的应
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统筹推进 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

统筹推进全市灾害风险监测预警信息化建设工程，初
步形成重大事故和灾害风险综合监测预警能力。完善郑
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开展尾矿
库、工贸等高危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监测试点建设。

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宣传的主导作用，开展好“五进”、
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抓好安全生产资格考试，提升公众
安全意识和应急意识。持续推进“互联网+监管”，政务服
务事项“一网通办”，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引导煤矿应
急救援队伍向多领域发展，承担社会应急救援任务，为全
市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可靠的支撑作用。

王战龙 贾 辉 白经华 唐志宾

为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扶贫领域信访问题的渠道，
提高各级扶贫服务热线知晓度，切实保障贫困群众利益
诉求，现将省、市、县（市、区）扶贫服务热线、电子邮箱等
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热线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3:00~5:30；电子邮箱和短信手机号
24小时接收邮件、信息。

省、市、县（市、区）
扶贫服务热线公示

河南省扶贫服务热线：0371-65919535；17737793060
电子邮箱：Hnfpb12317@163.com
郑州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7185453；18790290608
电子邮箱：zzsfpb@163.com
巩义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4353549；13838561646
电子邮箱：zzgysfpb@126.com
登封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2862211；16637125089
电子邮箱：dfsfpbxf@163.com
新密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9823054；18530851276
电子邮箱：xmsfpb@126.com
荥阳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4662463；13140101251
电子邮箱：xy64662463@126.com
新郑市扶贫服务热线：0371-60875818；15713663213
电子邮箱：xzsfpb@126.com
中牟县扶贫服务热线：0371-62031159；15690886507
电子邮箱：zmxfpbxf@163.com
航空港区扶贫服务热线：0371-56591752；15538090856
电子邮箱：hkgsyqfpb@163.com
上街区扶贫服务热线：0371-68925603；13503850526
电子邮箱：sjnkb@126.com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2020年8月4日

郑州河湖长制郑州河湖长制关注

“两函”提醒河长履职
据悉，“两函四巡三单两报告”工作法中

的“两函”指的是市河长办适时为市级河长
制发的履职提示函和责任河湖问题提示函。

履职提示函由市河长办拟制，适时报
送相应市级河长，提醒其履职尽责，尽快
开展巡河活动。履职提示函一般在每季
度第二个月月底前发出，内容包括河湖概
况、各级河长设置情况、市级河长职责、河
湖主要问题、解决问题建议等内容。

责任河湖问题提示函由市河长办根
据各河湖所存在的问题，随时向相应市级
河长提交。内容包括问题位置、成因、当

前状况、责任单位及建议等。

“四巡”找准河湖“病症”
“两函四巡三单两报告”工作法中的

“四巡”是指市级河长采取固定巡河与随
机巡河相结合的方式，每年完成不少于 4
次的责任河湖巡查。固定巡河在 3、6、9、
12四个月份上旬展开，随机巡河由各市级
河长视情而定。市级河长现场巡查完河
湖后要召开市级河长会，详细了解河湖情
况、存在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措施。

市级河长对口协助单位应积极协助
市级河长履职尽责，对市级河长所负责河
湖每季度在市级河长巡河前展开不少于 1
次的全面巡查，发现河湖问题及时报告市
河长办，由市河长办行文报告相应市级河
长。对口协助单位在巡河中要做到“一访
两看三巡”。一访：访问沿河湖群众，了解
河湖治理情况、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两
看：一是看水体颜色、气味，水生动植物是
否正常；二是看河长公示牌是否有丢失、

缺损，信息是否更新及时。三巡：一是巡
查河道，是否有入河排污、电毒炸鱼及非
法采砂、围垦河道、垃圾堆积等四乱问题；
二是巡查岸线，是否存在涉河违建、新增
排污企业及其他侵犯河湖的行为、现象或
隐患；三是巡查支流，是否存在汇流处水
质不达标、垃圾漂浮问题。

“三单”跟进问题解决
“两函四巡三单两报告”工作法中的“三

单”是指市级河长向县级河长交问题交办
单、任务交办单，向市河长办批交督办单。

对河湖巡查中发现的或市河长办报
告提交的各类河湖问题，市级河长以问题
交办单的形式交办给县级河长，内容包含
解决问题标准、要求、时限等。县级河长
接到问题交办单后，应组织协调相关单
位，按照规定时限，迅速展开整改，并及时
回复整改情况。

按照“一河（湖）一策”方案确定的问
题清单、目标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

责任清单，结合河湖实际，分级分段确定
河湖管理保护和治理的年度任务，市级河
长将年度任务交办单交办于各县级河长。

对于群众反应强烈、上级部门交办、
领导批示、媒体曝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
河湖问题，市级河长批交督办单于市河长
办予以督办。

“两报告”总结治河成效
“两函四巡三单两报告”工作法中的

“两报告”是指问题整改报告和县级河长
履职报告。

对市级河长所交办的问题，县级河长按
要求整改完毕后，形成问题整改报告报相应
市级河长，内容包括问题状况、形成原因、解
决过程、解决效果、是否销号及下步打算等。

县级河长要结合年度考核进行书面
履职报告，内容包括所负责河湖的基本情
况、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个人履职、下
步措施等。该报告经市河长办提交相应
市级河长。

如何让河长的治河行为规范
化，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向“有
实、有为”发展？郑州市以解决河
湖问题为轴线，探索创新出市级
河长“两函四巡三单两报告”工作
法，切实推动市级河长履职尽责，
实现河湖长制工作见效。

今年以来，全市基层党建工
作紧扣市委中心大局，围绕推进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圆方集
团全体职工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
走深走实、党建引领“三项工程、一
项管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提升无主管楼院治理水平等重点
工作，研究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

为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好
工作落实，市委组织部全面开展
了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挂图作
战 集中攻坚”行动，以项目化手
段推进全市基层党建工作全面
提升全面过硬，为加快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步伐提供有力保证。

7 月 13 日，全市基层党建
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
行动动员会召开，会议阐明了该
项行动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
主要措施。之后，各地各有关单
位层层动员，迅速部署到村（社
区），把工作任务和要求传达到
每名党组织书记，市县乡村四级
逐级落实职责、细化任务、明确
责任，挂起了作战图，把行动统
一到了集中攻坚行动上来。

同时，我市成立了全市基层
党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
攻坚”行动领导小组，抽调相关
部门有关同志组建了工作专班，

并将工作机构、工作机制、重点
任务进度表悉数上墙。县、乡两
级抽调相关成员单位、部门参与
的工作专班，人员集中办公，明
确职责分工，集中力量抓工作推
进。同时，建立日常工作机制，
确保工作顺利有序推进。

市委组织部从集中攻坚行
动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有关
要求等方面，把集中攻坚涉及的
有关政策文件进行梳理，汇编成
册，发放给基层党员干部。同
时，组建宣讲团队，分 8组赴 16
个县（市、区）、开发区，为全市近
5000 余名基层干部开展宣讲，
覆盖全市所有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确保工作落实不走偏，受
到基层广泛好评。

在实践中，各县（市、区）和
开发区在推进集中攻坚行动工
作中，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助推
集中攻坚行动落实落细。

目前，“挂图作战 集中攻
坚”行动已全面展开，正变为各
级党员干部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的自觉行动，变为深入夯实
基层党建基础的政治担当，变
为助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有
力保障。

本报记者李娜通讯员赵梓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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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
竹 通讯员 张志君）记者昨日获悉，
即日起至 9月底，共青团郑州市委、
郑州市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同启动 2020 年“郑州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携手帮助即将考入大
学的贫困学子渡过难关，实现“大

学梦”。
根据要求，凡 2020年参加我市

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的本科院校的应届大学新生（军校、
师范及委培等各类免费生和民办院
校除外），遵纪守法，品学兼优，家庭
经济困难，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

水平（已经脱贫还享受政策的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优先），均可申请“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资助金，资助标准
原则上每人4000元。

与此同时，援鄂医务人员的子女
参加我市2020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院校的应届

大学新生（军校、师范及委培等各类
免费生和民办院校除外）同样可参与
申请。

据悉，“郑州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自 2004年启动实施以来，已累计筹
集社会助学资金 2299.3 万元，资助
贫困大学生5835人。

郑州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

郑州市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截至目前，全市202个乡镇（街道）已全部完
成部署，攻坚行动已全面展开。为进一步激发全市集中攻坚行
动热情，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本报开设“开展集中攻
坚 抓实基层党建”专栏，报道各地集中攻坚行动的经验做法、取
得成效和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开栏的话

“两函四巡三单两报告”：让河长治河规范化
本报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岳克宏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王光晨 文/图）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48万平方米……记者 3日从中建八
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经过300多个日夜的建设，以

“生命运动之树”为设计理念的中原网球中心二期工程，已
于7月 31日顺利完工。

作为省、市重点工程，该项目于 2019年 10月开建，位
于郑东新区金水东路与后贾东街交会处东南角，包含一个
5000座主场馆、一个 2000座副场馆、4个预赛场地及相关
配套设施。主场馆屋盖及柱头设计为不规则异型曲面。
金属屋面将 972块扇形不锈钢板经过 10余道工序精心拼
接，52个柱头，使用形状各不相同的GRC面板组成“树冠”
形状，诠释“生命运动之树”的设计理念（如图）。

承建方中建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原网球中心二期
具备承接国际顶级网球赛事的能力，满足承办高水平国际
赛事需求，今后将作为WTA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郑州赛
的永久举办地。同时周边场馆以樱花为主题，种植各类樱
花1375株，为市民提供家门口的浪漫樱花园。

同时，该工程以万兆光路为基础，搭建了直观、便捷、智
慧高速信息化平台，包含常规智能化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统
及体育专项智能化系统三大部分。并预留外拓功能，未来城
市夜景灯光控制平台建成以后，智能模块可匹配到城市灯光
控制平台，将成为城市夜景中一座新的地标建筑。

我市又添一座国际化赛事场馆
中原网球中心二期完工 可承接全球顶级网球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