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文 〔2020〕3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省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任务落实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0

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 (豫政 〔2020〕7号)精神,经市

政府同意,现将 《2020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我市的重

点工作任务明确到各责任单位,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一)抓项目建设

1.建成太焦高铁河南段,加快建设郑济高铁河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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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沿线各县 (市、区)

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2.启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三期工程。

责任领导:张俊峰

责任单位: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航空枢

纽中心

3.高质量推进高速公路 “双千工程”。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沿线各县 (市、区)

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4.持续推进 “四水同治”,完成前坪水库建设,加快建设引

江济淮等十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南水北调观音寺调蓄工程等一

批重大水利项目。

责任领导:李喜安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郑州河务局、新郑市人民政府

5.建成青电入豫工程和6个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中心等重

大工程。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

发区管委会

(二)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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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坚守主业、技术产品有优势但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

民营企业,政府要主动服务,加强政银企衔接,鼓励共克时艰、

共赢共生。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市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7.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多倾听企业家的意见,

多理解企业家的不易,多帮助企业破难解困,让企业家舒心、安

心、专心于事业发展。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8.加快实施十大新兴产业发展行动,在人工智能、新能源

及网联汽车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

建设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和黄河牌鲲鹏服务器基地,支持鲲鹏软件

小镇建设,吸引集聚一批 “旗舰型”骨干企业。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市大数据局、市科技

局、市教育局,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四)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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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确保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年

内投入运营。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大数据局

10.围绕国家战略布局和我省优势领域,启动农业供给安全

实验室、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等建设,布局建设10家省

实验室和省技术创新中心,创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农委

11.引导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智能传感器、智能

装备、小分子药物等优势产业,建设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

化平台。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

管委会

三、坚决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五)坚决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12.优化环境治理方式,对企业既依法依规监管,又主动帮

扶指导。支持有条件的市县率先实现空气质量二级达标,让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成为新的竞争力。

责任领导:黄卿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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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委会

四、纵深推进改革开放

(六)拓展开放通道优势

13.加快发展基地航空,拓宽优化航线网络,支持开展郑州—

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运邮业务。

责任领导:万正峰

责任单位:市航空枢纽中心、市发展改革委、郑州航空港区

管委会、市邮政管理局

14.提升中欧班列 (郑州)运贸一体化运营质量,启动建设

郑州国际陆港第二节点,拓展南欧线路。

责任领导:万正峰

责任单位:市物流口岸局、市发展改革委、郑州国际陆港公

司、郑州经开区管委会

(七)提升开放平台功能

15.完善自贸区管理体制,调动各片区自主试、大胆改的积

极性,建设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高地。

责任领导:万正峰

责任单位:自贸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

委

16.巩固提升郑州航空港区枢纽功能,推进临空产业发展,

支持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建成运营药品进口口岸,建设邮政枢

纽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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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张俊峰

责任单位: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物流口

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

17.推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放创新,持续培育创

新引领型企业、人才、平台和机构。

责任领导:史占勇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18.推进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建设。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郑东新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大数据局

19.落实扶持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提质发展。

责任领导:万正峰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郑州经开区管委会、郑州

航空港区管委会

五、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

(八)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

20.高水平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支

持郑州加快现代物流中枢、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发展,深化

郑汴、郑许、郑新、郑焦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拓展郑州大都市

区承载发展要素空间。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局、市资源规划局、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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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口岸局、市商务局、市城建局、市工信局

(九)提高城镇化质量

21.以百城建设提质为抓手,加强城市产业培育,增强城市

产业支撑能力。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污、交通秩序治堵、市容卫

生治脏、公共服务治差,加大市政管网、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

站充电桩、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开展 “双排双供”新型

城镇供排水系统建设试点,推进城市地上地下一体规划建设。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城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城管

局、市资源规划局、市政务办,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区管委会

22.各省辖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

委会

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谋划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3.抓住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历史机遇,立足河南在黄河流域的独特区位,重点围绕全面加强

沿黄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沿黄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等领域,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纲要,加强战略统筹、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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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推进,高起点谋划黄河流域重大生态保护修复、防洪减灾、

黄河水资源高效利用等重大工程,谋划实施引黄灌溉及调蓄、沿

黄生态廊道、河道和滩区安全综合提升、重要支流治理等重大项

目,在新时代 “黄河大合唱”中谱写浓墨重彩的河南篇章。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资

源规划局、市林业局、市城建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水利

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文物局、郑州河务局、郑州黄河文

化公园管委会

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一)加强社会保障工作

24.认真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

局、市退役军人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25.稳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设。

责任领导:陈宏伟

责任单位:市住房保障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人民

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十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26.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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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应急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

委会

27.支持外事、侨务、对台工作。

责任领导:万正峰

责任单位: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政府侨务办公室、市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

八、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十三)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28.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完善重大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提

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深入推进服务型行政

执法。

责任领导:马义中

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农委,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

委会

29.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坚决做到守信践诺。依法接受人大

监督,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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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区管委会

30.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监察监督和人民监

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责任领导:王新伟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区管委会

(十四)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31.深化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压减行政审批事项,降低

准入门槛。

责任领导:万正峰

责任单位:市政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大数据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房保障局、市城建局、市教育局、

市医保局、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社保中心、市公积金中心等

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32.增强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扩大 “一网通办”和 “最多跑

一次”改革覆盖面,推进投资审批、工程建设管理等业务办理全

程电子化。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和政务流程再造,推动减环节、

减时间、减材料,实现一张身份证办理公安、社保、教育、医

疗、民政、不动产、公积金等100项民生事项。

责任领导:万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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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政务办、市大数据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

监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房保障局、市城建局、市教育局、

市医保局、市公安局、市公积金中心、市社保中心,各县 (市、

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33.加强一体化 “互联网+监管”平台建设和应用,大力推

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大数据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信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房保障局、市城建局、

市教育局、市医保局、市公安局、市公积金中心、市社保中心、

市政务办、市 “双随机、一公开”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

(十五)大力弘扬务实重干作风

34.坚持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脚踏实地把各项安排部署和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以实干实绩

取信于民。发扬严谨细致、科学求实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一

丝不苟地做好每项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提

升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提

高政策精准度和实效性,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使政府工作更好反

映群众意愿和企业呼声。

责任领导:王新伟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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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委会

35.严格落实精文减会、统筹规范督查等规定,持续为基层

减负。

责任领导:吴福民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区管委会

36.完善容错纠错和干部澄清保护机制,健全待遇激励保障

体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责任领导:王新伟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区管委会

(十六)建设廉洁政府

37.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履行 “一岗双

责”,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深化 “以案促改”,

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着力推进廉政建设与业务工

作有机融合,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规范权力,遏制腐

败。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正

风肃纪。坚持勤俭节约,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坚决压缩一般性支

出,更好保障各项基本民生需要。

责任领导:王新伟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

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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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责任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明确时间节

点、工作任务、主要措施、责任领导。今年,省审计厅将根据

《2020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制定年度审计计

划,对相关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市政府办公厅将对

各单位落实情况实时组织督查。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狠抓落实。

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增强责任意识,亲力

亲为,确保各项重点工作全面完成。请各单位每月22日前向市

政府报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12月20日前向市政府报告全年落

实情况。

202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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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政府督查室 督办:市政府督查室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2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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