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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命：
范修芳同志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文毅同志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
郭保振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庞景玉、程慎生、王凤兰、张云龙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荆伟、刘天华、王波、马军杰、石文灵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
2.决定任命：
郑邦山同志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李涛同志为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贾瑞琴同志（女）为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张兴辽同志为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仲田同志为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刘兴彬同志为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申延平同志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姜继鼎同志为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阚全程同志为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刘国栋同志为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吴忠华同志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3.批准任命：
刘海奎同志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宋春波同志为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吴志军同志为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侯民义同志为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常凤琳同志为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牛晓丽同志为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许晓伟同志为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孟国祥同志为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志强同志为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薛长义同志为南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免去：
王泽华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吴文毅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职务；
陈殿福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

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高跃波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5.撤销：
高德友的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8 年 11 月 29 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通过）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曹存正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牛君彬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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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存正、牛君彬的代表资格终
止。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 11月29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4号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月 26日，受
省政府委托，省审计厅主要负责同志向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了
《关于 2017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包括了
省级财政管理、税收征管、省级部门预
算执行、政府债务、精准扶贫、生态环境
保护、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民生资
金和项目绩效、省属高校和医院等9个
方面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今年7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并审
议了 2017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后作出决
议，要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深入分析
审计查出问题的原因，落实整改责任，
进一步提升审计整改的质量和效果。
省政府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
意见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为进
一步加强审计整改工作，我省建立了
省审计整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健

全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省审计厅
分别与省纪委监察委、省公安厅等部
门联合出台了相关意见，进一步完善
协作配合工作机制，有效促进审计发
现的重大案件线索和问题依法及时得
到处理和整改。

关于省级专项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的问题，省财政厅继续加大省级专项
资金清理整合力度，由 2017年的 170
项压减到 2018年的 110项，2019年计
划压减到80多项。从2019年起，省财
政厅将全面推进省级预算绩效管理，
把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前置条件，
实现省级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全覆
盖。

关于“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管理不
够严格的问题，相关单位进一步增强
预算刚性约束，严格“三公”经费开支，
其中7个单位出台完善了公务接待、公
务车辆等管理办法。对会议费和培训
管理仍不规范的问题，相关单位完善
会议和培训报备及审批程序，进一步
加强会议费、培训费管理。

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
题，1个部门和 8个二级单位已追缴公
款报销的因私费用44.79万元，停止了
向所属企业的摊派行为。1个部门和2
个二级单位拆分改造了超标准办公用
房，退还了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的费
用0.59万元。对违纪违法人员进行了
查处，1个部门和 1个二级单位已依纪
依法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人、给予组织
处理 48人。3个部门和 5个二级单位
停止了乱发奖金补贴的行为，并追回
资金30.65万元。

今年9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
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
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摸清债务底数、
制定化解方案、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化
解存量、健全融资机制、加大问责力度
等关键环节，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作出全面部署。政府债务审计
调查反映的 85项问题，已完成整改 79
项，6项债务资金闲置的问题正在整改
中。

重点民生资金方面，关于未按规

定落实县级财政教育投入等问题，18
个县（市）财政部门已按照10%的标准
从土地净收益中补提教育资金 3.64亿
元，对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支
出用于教育事业以外支出的问题，补
充安排教育支出 2.03 亿元。18 个县
（市）政府积极筹措资金，按每生每年
800元的标准已安排落实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8142.2万元。

从今年的审计整改情况看，成效
显著。截至 10月底，审计工作报告反
映的 880项问题，已完成整改 835项，
整 改 率 为 94.9% 。 整 改 问 题 金 额
160.24 亿元，其中促进增收节支和挽
回损失等 23.7 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
4.33亿元，加快资金拨付使用 28.06亿
元，规范管理资金62亿元。

省审计厅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将
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进行再分析、再
督促，确保整改到位。对已经整改的问
题，将继续深入查找管理漏洞和制度根
源，促进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
整改的制度化、长效化。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 月 29日
下午，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郑州闭
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张
维宁、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
议，王保存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志愿服
务条例》《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提请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河南省预算
审查监督条例（草案）〉的决定》《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人
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会议批准了《郑州、开封、洛阳、安
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
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郑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
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的决定》
《安阳市城镇居民二次供水条例》《鹤壁
市地下水保护条例》《许昌市城乡规划
条例》《漯河市城乡规划条例》《南阳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河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
间的决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
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
项。有关被任命人员作了任职前发
言，进行了宪法宣誓。

副省长何金平，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胡道才，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
雪飞，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列席会
议。③9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
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年 11月 29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 11月30日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11 月 29
日，洛阳市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指示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大会精神。省
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要求，要
以更鲜明的导向、更务实的举措，着
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在中
原更加出彩中谱写浓墨重彩的洛阳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亚指出，当前，民营经济发展
既面临更高的要求，也处于大有可为
的时代。要强化理念引领，进一步把
准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路径。要突出环境创优，牢固树立抓
民营经济就是抓第一要务、服务民营
经济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爱护民营
企业家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观念，着力
营造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社会氛
围，进一步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希望广大民营企
业家大力弘扬爱国敬业、遵纪守法、
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
卓越，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
的优秀企业家精神，不忘报国初心，
塑造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新形象。

会议还印发了洛阳市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
策文件，通报表彰了一批优秀民营企
业。③4

本报讯（记者 冯芸）11月 29日，
省委组织部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
入学习贯彻中办关于秦岭北麓西安
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有关通报精神，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
作特别是组织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对照查摆问题、研究整改措施，对
持续加强部领导班子政治建设提出
要求。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党中央严肃查处秦岭
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充分彰
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
决心，也是一次严肃深刻的政治教
育。要引为镜鉴，把讲政治作为一切

工作的生命线，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

会议强调，要在践行“两个维护”
中筑牢政治忠诚，做到理论上更加清
醒、认识上更加到位、行动上更加坚
决；在担责担难担险中彰显政治担当，
把担当落实到攻难关、破难题上，体现
到高标准、高质量上，体现到转作风、
强本领上；在严守纪律规矩中增强政
治自律，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
权；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扛稳政治责任，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领导融入
业务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河
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到实处，以实
际成效彰显对党忠诚。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11 月 28
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
主任任正晓在鲁山县检查督办非法
采砂问题调查和整治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认真贯
彻落实中办关于秦岭北麓违建别墅
问题的通报精神，切实按照省委的部
署要求，扎实做好非法采砂问题的调
查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任正晓深入到沙河、荡泽河沿岸
察看，实地了解非法采砂整治和河道
生态修复情况，并听取省联合调查组
关于鲁山县非法采砂问题调查工作
进展情况汇报。

任正晓强调，要从非法采砂问题

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自觉接受媒
体监督，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要求。政治站
位要再提升，把“从政治纪律查起”的
重要指示落到实处；工作力度要再加
大，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调查工作任
务；工作效果要最大化，严格依规依
纪依法，力求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
社会效果相统一、最大化。要坚持标
本兼治，深化以案促改，把整治非法
采砂问题与从严管党治党、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与整治群众身
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深挖彻查涉黑
涉恶保护伞结合起来，与生态修复、
生态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净化优化政
治生态和自然生态。③4

任正晓在鲁山县检查督办非法采砂问题
调查和整治工作时强调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确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省委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李亚在洛阳市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上强调

以更鲜明的导向更务实的举措
着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孔昌生在省委组织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落实到政治建设各方面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闭幕

我省力促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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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河南省
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的原则，平稳有序调整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
和工作，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推进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
配置优化协同高效，现就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
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河南省机构改革方
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地方
性法规规定尚未修改之前，调整适用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
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
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

省辖市和县（市、区）行政机关承担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工作需要
进行调整的，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二、地方性法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负有管理监督指导
等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职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
的，由《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监
督指导等职责。

三、实施《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或者需要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关决定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
议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审议。

四、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行政机关
履行法定职责、开展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特别要做好涉及民生、
应急、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工作。

五、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 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
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2018 年 11 月 29 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 1月 21日在郑州召开。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间的决定

（2018 年 11 月 29 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 月 29
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河南省
商务厅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冷链
产业年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近1500位冷链行业精英齐聚郑州，共
同探讨新经济形势下，冷链业发展的
新动能以及中国冷链产业如何更快更
优发展，适应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副
省长何金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随着生鲜电商、新零售、新餐饮等
场景业态的不断成熟，倒逼市场出现

一批具有全国性服务能力的冷链物流
企业。据中物联冷链委预测，2018年
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将达到 1.8 亿
吨，同比增长 22.1%；冷链物流市场规
模为3035亿元，同比增幅19%。

何金平说，我省将发展冷链物流
产业作为加快物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
和主攻方向，努力营造更加规范的市
场环境、更加高效的政务环境、更加公
平的法治环境，为全国冷链物流产业
作出更大贡献。③9

第十二届中国冷链产业年会在郑开幕 （上接第一版）
人员转隶、职能划转和部门“三

定”工作是检验机构改革能否取得实
效的关键。下一步新组建部门将实
行集中办公，以新部门名义开展工
作。同时，各部门强化协调配合，紧
盯时间节点，统筹推进人员转隶、职
能划转和“三定”制定等工作，坚决把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落细落实落
稳，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

根据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河南
省级机构改革将于今年 12月底前基
本完成。③4 （记者 冯芸 刘勰 李点
李运海 刘红涛 陈慧 李若凡 谭勇 陈
辉 孙静 陈小平 卢松 王平 石可欣 综
合报道）

我省 17家涉改和新组建省级机构挂牌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月 29日，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食品药品稽查联
席会议第六次联席会议在郑州市召
开，签署了以“强化区域协作、共筑食
药安全”为主题的合作备忘录。这意
味着在中部崛起大背景下，六省省会
城市加大联合打击力度，形成案件查
办合力，化解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共
筑食品药品安全防线。

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合肥
市、太原市、郑州市 6市共同约定：建
立区域协作长效工作机制，促进联动
协作配合；建立区域案件协查联动机
制，加强区域案件办案协作，必要时，
各成员单位可以联合办理跨区域案
件，形成打击合力；建立案件信息相
互通报机制。对协作区域内重大食
品药品案件信息及涉案产品流向，及
时相互通报。对协作区域内食品药

品领域违法犯罪人员实施联合惩戒，
从而构建起食品药品稽查办案协作
新格局。

郑州市是中部地区重要的食品生
产基地和物流枢纽，正在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现有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14万多家，监管任务十分繁
重。截止到 11月 16日，全市今年食
品药品各类案件共立案3288件、结案
2792件，累计罚没款 6302.7万元；移
交公安机关 132起，其中公安部门立
案59起、刑拘47人、逮捕26人，稽查
执法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颍廉说，中
部六省省会建立和完善区域协作新
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联合
打击的执法新路径，能够进一步增强
区域一盘棋意识，将为中部地区的民
生保障作出积极贡献。③9

中部六省省会强化区域协作
共筑食品药品安全防线

明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