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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的建筑面积为22.76万㎡，而
该会展城的总规划面积为100
万㎡。据港区管委会副主任黄
卿介绍，该会展城项目全部建
成后，规模将排在全国前三位。

据了解，会展城位于港区
东部，总占地面积约3900亩，
总规划面积100万平方米，总
投资额约270亿元，分为会展

中心及配套服务两部分，由著
名的德国GMP建筑事务所设
计规划，人性化设计，功能十分
完善，未来将成为郑州航空港
区地标性建筑之一。

投资方表示，郑州会展业
近年来发展迅速，而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容量有限，难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展览需求，“郑州需
要一个更大的展览中心”。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12月 26日至30
日，省委各巡视组向郑州市等
11个单位反馈巡视情况，共反
馈各类问题及意见建议325个，
巡视工作进入整改落实阶段。

据悉，省委巡视组2014年9
月底至12月初对郑州市、安阳
市、新乡市、洛阳市进行常规巡
视，11月初至12月初对许昌市、
信阳市、周口市、三门峡市、省文
联、省总工会、省法院等进行专项
巡视。同时，还收到反映一些领
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移
交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据介绍，今年是巡视工作
开展以来巡视频次最密集、任
务最繁重的一年，共完成了29
个单位的巡视任务。省委常委

会先后5次听取汇报并研究巡
视工作，省委“五人小组”先后
听取了4个批次的巡视情况汇
报。省委书记郭庚茂每次都作
出重要指示。

各巡视组全年共收到群众
来信来访来电92729件，受理纪
检监察类信访件 11000 多件
（次）；发现并向被巡视地区（单
位）反馈“四个着力”方面问题
875个；向省纪委、省委组织部
和被巡视单位移交了一批问题
线索。依据发现的问题线索，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对9名厅
级干部、253名处级干部、1038
名科级及以下干部立案调查。

据介绍，省委巡视组对焦
作、鹤壁、平顶山、南阳、三门峡
等市开展的专项巡视，分别抓住
非法集资背后的腐败问题、保障

房建设中的各种乱象、政法队伍
中的不正之风、土地和房地产开
发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领导干部
插手矿产开发等重点问题，深入
了解，发现了一批当地存在的突
出问题，集中移交了一批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

省委巡视组面向检察、审
计、财税等机关和部门遴选优秀
专业人才建立巡视工作人才库，
借助专业机构采用PDA技术对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反向问卷
调查，在被巡视地区围绕“两责
任、一纪律”执行情况组织开展

“五自查五自纠”，针对社会关注
的重点问题鼓励专项举报等，巡
视中的各种方法创新有效激发起
被巡视地区（单位）干部群众支持
巡视工作、举报反映其他各方面
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省委第十巡视组向省总工
会反馈巡视情况称，其主要问
题是“两个责任”落实还不到
位，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突出
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惩治腐
败的主动性不够、措施乏力。
干部以权谋私、违法违纪时有
发生，违反财经纪律和法规问
题较为突出。

此外，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存在打折扣、搞变通现象，

“四风”问题还须下大力气解
决。困难职工帮扶资金监管存
在漏洞。对各级班子建设问题
缺乏应有重视，省辖市和省直
管县工会组织不能按时换届问
题突出。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生活污水经过一
间装有“生物膜污水处理及回
用装置”的小房子，就变成清
水，可用于浇灌花草……昨天
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国家级
生物环保工程研究（转移）中心
落户河南，将重点研发治理水

污染、废气污染技术。
据介绍，该中心由清华大

学与河南共同打造，拥有生物
膜污水处理工艺及装备研究所
和生物膜废气净化工艺及装备
研究所，前者解决各类污水废
水对环境的污染和再生水（中
水）的回用，后者解决各类有机
废气污染环境问题。

□记者 王惟一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者获悉，规模相当于5个郑东新区
CBD国际会展中心的会展城项目在郑州航空港区正式奠基。

省委巡视组集中向郑州市等11个单位反馈巡视情况

巡视工作目前进入整改落实阶段

国家级生物环保工程
研究（转移）中心落户河南

郑州将建“百万”级会展城
规划面积100万㎡ 排全国前三

省委巡视组向安阳等市和省法院等单位反馈巡视情况

有的“一把手”成为腐败主角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省委巡视组向安阳、三门峡、许昌3个省辖市和省法院、省文联、省总工会
3个单位反馈巡视情况，指出有的省辖市“一把手”违纪违法成为腐败主角，基层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
的单位个别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存在利益交换、裙带关系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会展城，将
承担什么功能呢？据介绍，电
子、医药、文化、体育、日常消费
等展览都可以，但主打“航空偏
好型”展览，也就是依托航空
港，面向国际，通过飞机运进运
出的展览。

届时，全球的参展商都可
以坐飞机直达郑州航空港区，
把各具特色的展品带到这里；
国内外的专业观众，也可以乘
坐飞机来看展。有航空港作为
依托，会展城将更具“国际范”。

记者在规划图上看到，会
展城项目包括1个共享大厅、

12 个大型展馆、4 个室外展
场。一些与航空有关的飞机
展、机械展也可以在室内或室
外举办，这是目前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难以做到的。

港区管委会主任张延明表
示，作为航空港区标志性工程
和省级重点工程，该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港区品位、形象与知名度，对
于扩大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
引导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积极
作用，对进一步提升港区产业
结构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会展城设在港区高铁南站
附近，对郑州市民来说，似乎有
点遥远，记者为此专门查看了
它的周边交通情况。

对于郑州市民来说，郑州
地铁2号线将延伸至机场和郑
州高铁南站，其他几条地铁线
也规划经过航空港区，市民可
以便捷地坐地铁前往会展城。

对于省内其他地方的小伙
伴来说，未来中原城市群的10
条城际铁路都将连接郑州高铁

南站，出站就是会展城。
外省的朋友们，可以沿着

发达的“米字形”高铁网络轻松
来看展。而从国外乘坐飞机来
这里也十分方便。

一场展会，往往能吸引数
十万人流量，对周边产生巨大
的交通压力。会展城周边建筑
密度和人口密度较小，交通也
经过认真规划，会让参展和观
展更顺畅、更便捷。

【规模】
全部建成后规模将排全国前三位

【特色】
面向全球主打“航空偏好型”展览

【便捷】
可以乘飞机来参展或看展

省委第三巡视组向安阳市
反馈巡视情况称，该市主要问
题是重大腐败案件高发频发，

“一把手”违纪违法成为腐败主
角；基层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村
级干部在农村土地征用、城中
村拆迁改造等过程中以权谋
私、贪污受贿、挪用侵占的问题
时有发生；土地、规划、城建领
域腐败问题严重；公安、法院系
统违纪违法现象突出。

此外，一些部门变相公款
消费顶风违纪，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党委履行主体责任
不主动，纪委履行监督责任不
到位，对一些涉案人员的惩处
过宽，落实“三转”要求有差距，
纪检监察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另外，在干部选拔任用方
面，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干部
超职数配备问题较大，存在买
官卖官、“带病”提拔问题。

省委第七巡视组向三门峡
市反馈巡视情况称，该市主要
问题是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
插手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和
企业改制等，以权谋私、收受贿
赂，有的利用项目、资源审批
权，权力寻租，中饱私囊。

还有一些干部入股、参与
矿产资源开发，侵吞国有资产，
违规经商办企业，套取国家扶
持资金。一些干部信仰、能力
和责任缺失。有些重大事项民
主决策不够，个别地方和单位
的主要领导“三重一大”决策事
项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干
部选拔任用方面存在超职数、
违规提高职级待遇等问题。

省委第二巡视组向许昌市
反馈巡视情况称，许昌主要问
题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违法
违纪问题易发多发，“一把手”
腐败案件增多，权力部门、资金
密集单位依然是腐败案件的

“重灾区”，基层党员干部“苍
蝇”式腐败、“小官巨贪”现象比
较突出。

在纠正“四风”方面，仍有

一些党员干部“绕道走”、搞变
通，市直中层干部中存在“慵
懒散拖”、“吃拿卡要”等问题；
执法、司法部门滥用职权、徇
私枉法、裁判不公等问题较
多。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个
别地方和单位存在违规进人
现象，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仍
然存在，少数党政干部还在企
业兼职。

省委巡视组向省法院反馈
巡视情况称，省法院主要问题
是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谋私问
题比较突出，法院系统以案谋
私、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类案
件增多；领导干部和干警违规
插手案件、干预司法的情况较
为普遍；执行环节存在问题仍
较突出。

“四风”方面的问题尚未根
本解决，文山会海现象仍比较突
出，三公经费管控不严；一些基
层法院纪律松弛，有的干警办案
不负责任，所办案件质量不高。
领导班子纪律和作风建设亟须
加强，有的领导干部组织纪律观
念不强；对一些不正之风，没有
及时制止和严格查究。

省委第九巡视组向省文联
反馈巡视情况称，该单位主要
问题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有偏
差，个别领导干部的提拔使用
存在利益交换、裙带关系问题，
进人程序不规范不科学，“近亲
繁殖”问题较突出，干部使用把

关不严，机关内部缺乏轮岗交
流机制。

此外，“隐性腐败”问题明
显，隐瞒个人实际收入，政企不
分、政社不分；违反财经纪律问
题突出；一些协会风气不正。

【安阳】
“一把手”成腐败主角

【三门峡】
少数干部利用职权
插手房地产开发等

【许昌】权力部门依然是腐败“重灾区”

【省法院】存在违规插手案件、干预司法问题

【省文联】个别干部提拔存在利益交换

【省总工会】惩治腐败的主动性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