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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02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1月12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
关加强派出所工作暨思想政治工作
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和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
上的重要训词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全
国公安机关加强派出所工作推进会
议暨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议精神，总
结交流一年来全省加强新时代派出
所工作成绩和经验，对大力学习弘扬

“东莱精神”、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全面加强派出所能力建设、深

入实施“三年行动计划”进行安排部
署。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范
玉龙讲话。

会议强调，要开足奋斗“推进
器”，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派出
所工作的信心决心。全省公安机
关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引领，
不断创新发展，全面提升派出所警
务智能化、执法规范化、保障标准
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水平，为全省
公安工作奠定坚实基础。要聚焦
重点“攻坚战”，进一步提升派出所
整体实力和战斗力。要大力加强

派出所规范化建设，用足用好深化
公安改革相关政策，调整优化派出
所警务运行模式，构建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要牢牢守住“生命线”，
进 一 步 加 强 公 安 派 出 所 队 伍 建
设。要落实好各项制度，推动理论
武装常态化，推动基层所队党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引导民警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各地公安
机关要切实把派出所工作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按照三年行动计
划要求，责任到人，挂图作战，务求
实效。

全省公安机关加强派出所工作暨思想政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进一步提升派出所整体实力战斗力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宁晓波）1月 12日，省交通运输厅举
办河南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论坛
暨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该厅
党组书记、厅长李卫东向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喜刚等99名第二届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顾问、特邀专家和副
主任委员颁发聘书。

李卫东指出，第二届专家委

员会专家委员涵盖了铁路、公路、
水运、邮政、机场、运输、安全等多
个领域，目的是面对新阶段新格
局新使命，更好地发挥专家委员
会的整体优势，提出更多具有针
对性、科学性，更加专业化、合理
化的意见建议，打造形成决策咨
询和交流合作平台，为推进河南
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专家委

员会自 2011 年成立以来，紧紧围绕
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
研究咨询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提供
了高水平、高层次的决策服务，为提
高我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决策的前
瞻性、科学性和民主性作出了突出
贡献。

发挥专家优势 打造决策咨询平台

省交通运输厅聘请99名专家委员，助推我省交通运输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孙梦
飞）新增城镇就业110万人；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2020 年
初，省委、省政府从全省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面向社会公布了2020年要办理
的11件重点民生实事。

一年过去，这些目标完成得怎
么样？1月11日起，省政府新闻办
将举行河南省“2020年重点民生实
事落实情况”系列新闻发布会，向社
会公布11件民生实事的办理情况。

河南法制报记者从首场发布
会上获悉，2020年全省城镇新增就
业122.59万人，完成新增城镇就业
110万人年度目标任务的111.45%，
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并呈现稳

中向好的态势。提高妇女儿童健
康保障水平已连续4年纳入河南省
重点民生实事，据介绍，2020年，全
省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 142.22 万
人，乳腺癌免费筛查 145.69 万人，
超额完成筛查 140 万人的年度目
标。新生儿疾病筛查方面，去年我
省新生儿“两病”筛查达 97.87 万
例，筛查率为 98.75%，超出目标要
求 8.75 个百分点。2020 年，省委、
省政府将“继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列为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
通过全省各单位联合发力，依法依
规保障残疾儿童权益，推进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截至 2020年底，全省
27649 名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49%。

请您“阅卷”

本报讯 1 月 10 日，河南省文投公
司与云南鸿曦企业集团在云南丽江正
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
同投资开发温县陈家沟太极文化旅游
项目。这意味着云南丽江的“束河模
式”3.0版本将在河南落地。

云南鸿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地产、建筑、矿业、文旅为主的综
合性集团公司。为进一步推动温县陈
家沟太极文化旅游项目的落地实施，

温县县委、政府有关负责人与河南省
文投公司有关负责人赴云南丽江考察
束河古镇等文旅项目，并与鸿曦集团
负责人就温县陈家沟太极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模式与创新进行交流。各方一
致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陈家
沟太极文化旅游项目提供支持和资源
赋能，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把“太
极”这个世界级“IP”做大做强，为我省
文旅产业助力添彩。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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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一
年。一年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把加快建设副中
心城市、致力打造增长极的赋能定位融
入国家重大战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副中心城市建设步子迈
得更大，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这是全市
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各级人大
及代表的智慧和力量。

一年来，我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始终用新思想新理念引航导向，不折
不扣落实好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市委
高度重视人大工作，召开人大工作会
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
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李亚同志先后3次就人大工作发表
讲话，10 余次作出批示，有力推动新
时代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年来，我们坚持精准发力，始终
把职责使命扛稳抓牢。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主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聚焦副
中心城市建设，制定地方性法规4部，
审议专项工作报告19项，开展执法检
查13项，专题询问1次，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 18 项，办理代表议案 4 件，建议
346 件，组织代表视察调研 100 余次。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组织开展水土保持、土壤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对黄河湿地生态修复、沟
域经济、沿黄绿化等进行视察调研，将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理念
落到实处。省人大常委会专门推广洛
阳发展沟域经济助力黄河流域系统治
理的经验。聚焦副中心城市建设，进
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聚焦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组织
对复工复产、减税降费、政府投资项目
推进等进行调研；对教育高质量发展
进行专题询问；深入开展“联企入企惠
企助企”活动，协调解决困难问题100
余个，推动“六稳”“六保”“五提”各项
任务落实落地。

一年来，我们坚持强基固本，始终
把打造新时代模范机关作为目标追
求。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
定不移践行“两个课题”，推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
展“强使命、找差距、明举措、勇担当”
集中研讨活动，隆重纪念市人大设立
常委会40周年，市级领导进代表联络
站联系基层群众等，推动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路在脚下，行稳方能致远；梦在远
方，实干方能铸就。2021年是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
局之年。市人大常委会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奋勇争先、担当作为，为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通讯
员 曹国丽）

融入新发展格局
助力副中心城市建设

——专访洛阳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吴中阳

（上接01版）健全基层社会
治理机制，重点推进综治
中心实体化运作，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整
治，强化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推动更高水平的
平安河南建设；要推进扫
黑除恶长效机制建设，不
间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
领域、重点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巩固拓展专项斗争
成果；要强化对新技术新
业态分析研究，提高对新
型风险识别预警防控能
力，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
线；要深化政法领域改革，
健全正、负面权力清单和
履职指引制度，推动一体
化办案平台建设向前推
进，着力打造改革亮点；
要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强化警示教育，弘
扬英模精神，狠抓能力提
升，努力打造党和人民信
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
法铁军。

沈庆怀要求，省委政
法委机关各处（室）要以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为指导，结合各自承担的
工作任务，认真研究谋划
好 2021 年的重点工作，制
订方案，拿出措施，明确
节点，倒排工期，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精心筹
备好省委政法工作会议。

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完成得咋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