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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实习生 郭涛歌）法治是最好的营
商环境。2月 2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2021年郑州两级法院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

“十大战略”行动相关情况。
在审判职能方面，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对网上立案，力

争做到当天收案、当天立案、当天分案，2021年全市法院涉企
民商事案件立案平均用时压缩至 0.12天；加强审判管理，强
力清理长期未结案件，2021年全市法院共审结涉企民商事诉
讼案件149698件，平均审理天数压缩至44.9天，法定审限内
结案率提升至98.77%。

在助力企业发展方面，郑州市中院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
度优势，去年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帮助 27家企业脱困重
生，实现继续经营，盘活资产 152 亿元，化解债务 537.85 亿
元，安置职工 9396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其中，审结的上市公司中孚实业系列公司的重整案件，
充分发挥府院管企联动优势，做到“业务不中断、职工不下岗、
市值不跳水”，3000余名职工保住了“饭碗”。

为进一步加强政企联系，郑州市中院党组带头走访调研，
了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最大限度为企业
排忧解难，切实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并探索建立企业“首
席服务官”制度，建立法院与企业的沟通桥梁。③9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 温小娟）2 月 28日，记者从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获悉，隋唐洛阳城正
平坊遗址日前出土一件象征皇权的唐代石望柱，进一步印证
了正平坊遗址内曾存在高等级皇家建筑。

石望柱出土于正平坊遗址西半部北侧，此处正是太平公
主宅院（后改为安国女道士观）大殿建筑基址前方。石望柱主
体完整，底座缺失，高约2.6米，通体为青石材质，柱身呈八棱
状，柱顶端有宝珠，柱颈部为莲花造型，雕刻刀法洗练、整体端
庄大方。一般来讲，望柱应成对放置，另一件望柱有可能在后
续的考古发掘中“重建天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队长石自社
介绍，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2021年度考古发掘中不断有重
要发现，陆续发现了太平公主宅院、国子监、孔庙等高等级建
筑遗迹，还出土了不少工艺繁杂、纹饰精美的建筑构件与生活
用品。

望柱的主人是太平公主吗？石自社解释说，可能性并不
大。望柱在中国古代是帝王陵墓与皇家礼制建筑的配套设
施，太平公主虽贵为公主，又崇尚装饰豪华的府邸，但在家中
立望柱明显有违礼制。据史料记载，太平公主死后，她的宅院
被改为安国女道士观，此后，唐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也在此出
家。安国女道士观作为皇家道观，在其大殿前立石望柱，就显
得更合理一些，这也进一步彰显了安国女道士观在当时的地
位。③7

郑州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成效显著
一年盘活资产152亿元、化解债务537.85亿元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
发现唐代石望柱

2月 28日，人们
纷纷来到户外，打卡
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踏青赏
春，观赏天鹅。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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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李旭兵）2月 28日上午，安阳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传出好消息：随着最后 2例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安阳市本轮疫情累计收治的 468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已全部治愈出院，实现了在院患者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
染、医院服务保障安全零事故。

据介绍，安阳市本轮疫情46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
387人在安阳五院治愈出院，有81人在郑州岐伯山医院治愈
出院。

自1月 8日安阳市发现奥密克戎新冠肺炎疫情后，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果断决策，抽调以郑大一附院医护人员为主
体的省医疗队驰援安阳开展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救治。在国家
联防联控机制指导下，1月11日，援安医疗队进驻安阳五院，他
们与安阳五院的医务人员紧密结合，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以精准、科学、高超的医术，全力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在专家组
的精心指导下，医务人员坚持“中西医结合，一人一案、一人一
策”的原则，制订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
汗水，经过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

据了解，为做好安阳市本轮疫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疗
工作，我省及安阳市共组建了 4批医疗队，共计 928人，其中
省医疗队队员368人、安阳市医疗队队员560人。③5

安阳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全部治愈出院

□刘志军

当前，河南工业大学改革创新发展

大势与省委“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高

度契合。在校党委的高度重视和高位

推动下，学校“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高

开高走，先声夺人。学校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广泛汇聚磅礴力量，着

眼党员干部能力作风提升，全面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布局启动“12357新时代

筑峰工程”，全面实施内涵发展“八大战

略”，加快推进“双一流”创建，以舍我其

谁的发展魄力、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

奋蹄扬鞭踏上新时代赶考路。

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党建
在高质量内涵发展上的引领和保
障作用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

河南省全面实施“十大战略”的关键之

年，也是省委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重要之年，能力作风建设关乎党

的事业兴衰，关乎教育事业成败，更关

乎学校的发展与未来，做好年度各项

工作，政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学校

上下凝心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

强化思想淬炼、加强政治历练，站在深

刻把握“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的政治高度，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强化

党建在学校事业发展上的引领和保障

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

走样。

凝心聚力谋新局，发挥改革
创新在高质量内涵发展中的核心
关键作用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学校

紧抓“双一流”创建这一重大历史机

遇，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激

发发展活力，力求通过改革创新来突

破发展瓶颈，解决“双一流”创建过程

中的问题。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更

不是轻轻松松在欢声笑语中完成的，

有时是艰难的选择，学校党委紧抓深

化改革的攻坚期、破围解困的窗口

期，在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党建业

务发展、教学科研服务等各种关系上

形成合力，积极引导广大师生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凝聚共识、促进改革，

激发内生动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

综合改革进行到底。去年寒假，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放弃休息，围绕综

合改革总体方案和年度党政工作要

点，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

理清改革思路，做好任务分解，明确

责任分工，制定任务清单，极大提升

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精气神，为加快改

革进程、高效推动工作打好了坚实的

基础。

统筹推进保重点，提升重点
工作突破对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带
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兼顾、综

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我们

在谋划推进工作时，不是眉毛胡子一

把抓、西瓜芝麻一起拣，而是要突出

重点、主次有别，兼收并蓄、统筹推

进。学校通过“改革·创新·发展”大

学习大讨论统一了思想，系统梳理凝

练了工大精神谱系，明确通过布局启

动“12357新时代筑峰工程”和全面实

施内涵发展“八大战略”等重点工作

来实现“双一流”创建目标。壹引其

纲，万目皆张，在全国高校日趋激烈

的竞争中，学校党委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紧盯关键性重

点指标，进一步凝练特色，以科学严

谨的态度和热情饱满的精神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确保重点任务实现突

破，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内涵发展整

体工作高质量。

担当作为抓落实，强调落实
执行在高质量内涵发展中的决定
性作用

落实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学校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和省委新一

轮巡视为抓手，持续转变作风，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狠抓落实。

打造团结协作、领导有力、敢于斗争、

能打胜仗的各级领导班子，保障各级

工 作 目 标 落 实 落 地 。 切 实 落 实

“13710”工作制度，完善抓落实工作

机制，优化政务环境，提高工作效能

效率，确保重大决策、重要部署的建

档立卡、实时跟进、动态跟踪。强化

指标管理，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力求

精准地设置基础性指标、约束性指

标、竞争性指标、突破性指标，形成全

校上下一致的指挥棒、风向标、助推

器，切实把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细化

为“路线图”，转化为“施工图”。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乘河

南教育改革和“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的东风，河南工业大学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躬身入局、担当作为，锐意进

取、改革创新，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

龙活虎的干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

神，奋力开启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用能力作风建设推动高质量内涵发展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习惯了，分类投放一点也不麻烦！”
2月 28日，在郑州高新区葛寨文苑小区
内，55岁的居民郭书荣正在投放垃圾。

去年 3 月，郑州高
新区开始推行垃圾分

类，如今，
5 个办事

处 163个小区都实行了生活垃圾分类，
建设垃圾分类箱房377个，覆盖了20多
万户居民。

垃圾分类后，需要送到生活垃圾分
拣中心。管城回族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
位于紫辰路和南四环交叉口附近，占地
26亩，是郑州市 9个区级生活垃圾分拣
中心之一。

进入分拣中心车间，只见一垛垛纸
板码放得整整齐齐，一辆卡车正把压缩
后的泡沫板送出中心。

“泡沫板压缩后，是原来体
积的四十分之一。在这里，各种

被大家丢弃的废
品都成了宝贵的

再生资源。”负责分拣中心运行的河南百
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师少辉介
绍。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管局副局长卢
保刚说，居民小区产生的厨余垃圾经定
时定点收运后，由专用收运车辆送往管
城回族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中心进行无
害化处理。目前，管城回族区厨余垃圾
日处理能力达到 100吨，基本满足了辖
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需求。

2021年，郑州市日均产生生活垃圾
7438吨。“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对于郑州这个
国家中心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卢保刚
说。③7

□本报记者 高长岭

3月 1日起施行的《河南省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规定，依法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
制品。此规定受到广泛关注。

“我们要主动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尤其是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袋，自
从社区开始垃圾分类投放后，大家投
放垃圾就不再把塑料袋一起扔进垃圾
桶里了。”2 月 28 日，郑州高新区葛寨
文苑小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员李俊勤
说。

去年 9月 24日，省发展改革委、省
生态环境厅等六部门就下发通知，决定
扩大部分塑料制品禁限管理实施范围：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全省县级以上城
市的城市建成区商场、超市、药店、书店
等场所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
活动，禁止提供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不
含预包装袋、连卷袋、保鲜袋），餐饮堂食
服务禁止提供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全
省旅游星级饭店等场所不得主动提供一
次性塑料用品。

郑州市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说，源
头减量是实施垃圾分类的根本，也是解
决垃圾污染的最佳途径。塑料制品已经
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
也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要减少或者在
一定范围内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从而
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

据介绍，我省将大力培育壮大可
降解材料产业，支持濮阳、周口等地，
重点园区和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攻关聚乳酸等规模化连续化生产关键
技术，完善可降解材料的全产业链关
键技术，鼓励洛阳、平顶山、漯河、驻马
店、南阳等地，建设一批可降解材料产
品补链和扩能项目，加快提升科技产
品供给能力。③7

塑料禁限
减少垃圾

“分类投放不麻烦！”

□本报记者 高长岭

3月 1日起，《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
施行。实施垃圾分类处理意义重大，我
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难点在哪里，
又该如何突破？2月 28日，记者为此走
访了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郑州
市。

源头减量 限塑再凸显

《办法》规定，将依法禁止生产、销售
和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餐
饮服务提供者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
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
等餐具。

据了解，郑州市2001年产生生活垃
圾 81 万吨，2021 年产生生活垃圾 271
万吨，垃圾量增加了两倍多。

“一个人每天大概产生生活垃圾0.8
至 1.2千克。如果我们都能践行低碳环
保的生活理念，就可以减少垃圾的产
生。”河南百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师少辉说。

同时，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民的
垃圾分类习惯还没有普遍养成，要建立
长效的激励机制进行引导。想实现垃圾
源头减量，需要广大市民践行低碳环保
的生活理念，从点滴做起。

加大投入 硬件要先行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
才能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抓好。”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城管局副局长卢保刚说。

管城回族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前
期投入 7000 多万元，区政府还要按照
相关标准进行补贴，没有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就无法有力推
动。

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我省在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特别是餐厨垃圾、厨
余垃圾处置方面短板明显。除郑州市
外，其他省辖市均不具备厨余垃圾处理
能力。

前端设施建设必须要完善。分类
投放是垃圾分类的第一个步骤，前端做
不好，影响后面的分类收运，也无法实
现分类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目前，郑

州市正在加大力度推进社区定时定点
箱房建设，将生活垃圾分类向纵深推
进。

资源利用 瓶颈需破解

生活垃圾如何利用？焚烧替代填
埋，成为新的趋势。

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56座，仅去年就建成了28座。当前，我省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5.64 万吨/日，
实际日均焚烧处理垃圾约 4.9 万吨，焚
烧处理占比接近 68%。部分垃圾处理
企业可以通过焚烧垃圾发电获得收益。

然而，全省餐厨废弃物处理设施只
有27座，处理能力为每天1760吨，餐厨
垃圾处理能力远低于餐厨垃圾的产生
量。

郑州市已建成投用 9 个生活垃圾
分拣中心，日均收集处理厨余垃圾约
400 吨。但是厨余垃圾如果用来加工
肥料，并不能达到有机肥的标准。如果
加大成本，又很难实现市场化销售。厨
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瓶颈还有待
突破。③5

生活垃圾分类难题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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