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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
（2021年1月25日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郑州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调整为2021年 1月 30日召开。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十五届〕第二十三号

二七区选举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王新伟，驻郑解放军、武警
部队选举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李克亮、熊忠孝已调离郑州市，金
水区选举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李宝河因病去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新伟、
李克亮、熊忠孝、李宝河的郑州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巩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景雪萍
辞去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中牟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耿志
国辞去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荥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张
淑霞辞去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
张辉、秦土旺辞去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新密市人大常委会决
定接受张福清、李婷辞去郑州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上街区人大常
委会决定接受李元中、徐笠辞去郑州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中原区
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幸福辞去郑州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金水
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柴栓庆、崔正明、
李金鹏、赵惠玲、时博辞去郑州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惠济区人大
常委会决定接受蔡仲友辞去郑州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管城回族
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何青、沈丕黎、
周铭、杨宁、王义民辞去郑州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景雪萍、
耿志国、张淑霞、张辉、秦土旺、张福清、
李婷、李元中、徐笠、李幸福、柴栓庆、崔正明、
李金鹏、赵惠玲、时博、蔡仲友、何青、沈丕黎、
周铭、杨宁、王义民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辉、

秦土旺、张福清、李元中、徐笠、李幸福、
柴栓庆、崔正明、李金鹏、蔡仲友、何青、
沈丕黎、周铭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崔正明
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张辉、李元中的郑州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巩义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补选张东辉为郑州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新郑市第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补选魏学彬为郑州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密市
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补选
陈春梅为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二七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补选侯红、葛新东为郑州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街区第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补选李兵
为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原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补选张红军为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金水区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补选汪勇为郑州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管城回族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补选李小虎为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驻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有关
选举单位补选邓国锋、李汝军、黎宏旋、
董国杰为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经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表决，确
认张东辉、魏学彬、陈春梅、侯红、葛新东、
李兵、张红军、汪勇、李小虎、邓国锋、李汝军、
黎宏旋、董国杰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

截至目前，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546名。

特此公告。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月25日

关于召开政协郑州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

决定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 1月 29日至31日在郑州举行。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秘书长：
吴晓君 郑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丽（女） 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王松涛 郑州市政协二级巡视员
王保来 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石大东 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付桂荣（女）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任海明 郑州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汤 燕（女） 郑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
吴耀田 郑州市政协二级巡视员
沈立承 郑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正县级）
宋建国 郑州市政协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
张书军 郑州市公安局二级巡视员
张志泉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张杰锋 中共郑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董建山 郑州市政协调研室主任、郑州市黄帝文化传承发展办公室主任、机关党组

副书记
谭 哲 郑州市政协二级巡视员
滕 飞 郑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机关党组副书记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副秘书长任职名单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和工作需要，决定：
沈立承同志任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县级）。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任职名单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和工作需要，决定：
汪华同志任政协郑州市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董献伟同志任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增补政协委员名单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杨东方

关于接受谭哲等14名同志辞去政协郑州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的决定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因职务调整，谭哲、王松涛、张英、李海铁、郭良、钟海涛、虞婕、刘光访、蔡玉奇、张春香、
张志泉、李华云、刘旭光、施展同志请求辞去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接受谭哲、王松涛、张英、李海铁、郭良、钟海涛、虞婕、刘光访、
蔡玉奇、张春香、张志泉、李华云、刘旭光、施展同志的请辞。

关于接受吴耀田等3名同志
请辞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的

决定
（2021年1月2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原因，吴耀田、陈春梅、王欢同志请求辞去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委员。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接受吴耀田、陈春梅、王欢委员的请辞。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关于撤销弋楷民委员资格的决定
（2021年1月15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通过）

鉴于弋楷民涉嫌犯罪，根据郑州市委建议，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政
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对违纪违法政协委员及时作出处理的决定》，
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作出撤销弋楷民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向社会公布，现予以追认。

我省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行动

郑州东站：乘高铁转
地铁可免除二次安检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刘彦峰）记者昨日从郑州地铁

运营分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乘客出行效率，今日起，郑
州地铁郑州东站将开启高铁换乘地铁单向“免安检模式”。所
有乘坐高铁到达郑州东站的乘客，从高铁站到达层大厅的地
铁郑州东站D口、E口进入地铁站，可以免除二次安检，实现
高铁到地铁的“无缝换乘”。

为做好高铁换乘地铁单向“免安检”，郑州地铁以乘客为
中心，多措并举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将原来在东站 F口、K口
安检机上移至出入口外，增大站厅有效面积，提升车站站厅乘
客容纳能力；在出入口增加实名制登记防疫二维码玻璃贴和
立牌，张贴一米线，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增加乘车码
提醒标志 11处，设置引导广播 4处，市民乘客可通过郑州地
铁·商易行APP、支付宝或微信扫码进站乘车，节约排队购票
时间；郑州地铁制定专项客运组织方案，建立大客流分级响应
体系，并与高铁东站建立“双铁联动”机制，确保大客流情况下
的有效联动。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1月30日开幕

（上接一版）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郑州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

经小组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草案），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和各项
名单（草案），关于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召开时间的决定，关于市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决定，郑州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调整为 2021年 1月 30
日召开。

副市长史占勇，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志增，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刘海奎，市监察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市政府办公厅、
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和
不是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副秘书长和部分工委主任，市人大
社会建设委主要负责人，市人大议题相关专门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议题相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市纪委监察委驻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列席会议。

又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召开第二十九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
议，副主任王广灿、法建强、张春阳、袁三军、王福松、孙黎、
宋书杰、蒿铁群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各项
名单（草案）的说明，关于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变动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关于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和审议处理的规定（草
案）的说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议程、日程、
出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会议书面审议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草案）及起草情况的说明和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各项报
告稿，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调整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和市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安排意见。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1月29日开幕

（上接一版）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的决定，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
程（草案）、日程，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及报告人的决定，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十四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及报告人的决
定，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
名单和委员分组办法等有关事项，有关人事事项；讨论市政府
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会议提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
会议精神上来，把精神吃透、把形势看准、把方向把牢，坚决抓
好贯彻落实；要落实新部署新要求，发挥专委会基础作用，科
学谋划 2021年政协各项工作；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筹备好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圆满完成会议各项工作
任务，把大会开出团结奋进、凝聚共识的强大动力，开出奋发
有为、共谋出彩的进取担当。

本报讯（记者 李娜）省人社厅、工信厅、
民政厅、交运厅、扶贫办、省工会、省妇联近日
共同印发文件，于 1月 21日至 3月 31日，在
全省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
动，旨在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稳生产留
工、优服务留人，确保员工健康安全、企业生
产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倡导就地过年实现劳动权益有保障

根据活动方案，各地要针对坚守岗位、留
守过年的省内务工人员，组织多种形式的“送
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引导务工人员留在就
业地过年。

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取发放
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提
高食宿标准等措施，竭尽所能提供暖心、贴心
服务，吸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结合需要灵活
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按规定
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等相关政策，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以岗
留工、以薪留工。

“豫见”专项对接安心在外有温度
我省将加强省际协作，深化省政府与重

点劳务输入省市签订的《劳务合作备忘录》，
开展“豫见浙江”“豫见江苏”“豫见上海”“豫
见广东”“豫见福建”等专项对接，两地政府

“面对面”，帮助豫籍在外务工人员落实好工
资、休假等待遇保障，在“非必要不返乡”的同
时，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关心。

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与外出务工人员集中
地联系，妥善安排好在外务工人员工作生
活。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要组织开展
送爱心帮扶行动。

精准帮扶稳定脱贫有收入

我省将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实现重
点服务对象稳定脱贫有收入。

对于脱贫人口、低保对象、农村低收入人
口等重点帮扶对象，优先支持外出、优先稳岗
就业、优先兜底帮扶，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
实行“131”服务，提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个
适合的岗位信息、1个培训项目，全力促进外出

务工、就地就近就业或留乡创业。
对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人员，

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力度，开发防疫消杀、卡点
值守、社区服务等公益性专项岗位，优先安置
上岗就业。

就业服务节后外出有岗位
实行“点对点”就业服务，实现农村劳动

力节后外出有岗位。
各地各部门要提早摸清春节前后企业

开工复工和农民工返乡返岗情况，在外出
务工人员集中地协调开行专车、专列、专
机，根据需要组织开行“点对点”包车（机）
服务，确保返乡农民工节前“回得来”，节后

“出得去”。
持续完善“四有一可”工作模式，对于有

一定用工需求规模的企业，采取有组织、有计
划统一送达，实现“出家门进车门、下车门进
厂门”直达运输。

对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全面纳入实
名制动态就业服务，开展“春风行动”，依托基
层站所摸清劳动力信息，组建“人社服务专员”

队伍对接企业需求，促进人岗精准对接。

做好用工服务复工复产有支撑
推进“一条龙”用工服务，实现重点企业

节后复工复产有支撑。
各地要明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主动对

接企业，采取线上线下、短信微信等方式推送
招聘信息，推动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实时对接，
尽量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用工需要。

依托河南省“互联网+就业创业”系统，
开发劳动力余缺调剂信息平台，建立重点企
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优先支持重点企业、
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

省级层面搭建农民工流动监测模型，依
托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行为轨迹技
术，运用大数据手段，实时监测农民工流动情
况，研判农民工就业形势。

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密
切关注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就业动态，防
范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

河南首批援冀医疗队
完成任务平安返郑州

（上接一版）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以崇高的医德、精湛的
医术、过硬的作风，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救援救治任务，展
示了河南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希望大家安心调整、放松
休养，总结好宝贵经验，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新的战
斗中去。有关部门要精心为援冀医务人员搞好服务保障，政
治上主动关心、工作上合理安排、生活上格外照顾，让广大抗
疫英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副市长孙晓红出席欢迎仪式。

搬进新社区
迎来好日子

（上接一版）“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
化。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我们还开展文明
家庭、好媳妇等评选，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举办居民素质培训班，建立健全‘一约五会’，提升群众
文明素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打造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平
台，以文润民，传播正能量。”刘集镇镇长周国富告诉记者，

“群众的收入主要构成已由过去的农业生产收入转变为工
资性收入。我们按照‘急需先训’原则，从 2016 年至今，已
累计投入 700余万元创业培训基金，为农民免费举办实用技
能培训班，涉及电工、焊工、电子商务、叉车工、中式面点工
等十多个工种。”

对于未来，刘集镇党委书记李恒信心十足：“在市委‘东
强’战略和县委都市田园新城建设‘双引领’下，我们将围绕打
造‘实力、魅力、平安、文明、宜居、幸福’的‘六个刘集’持续发
力，让辖区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