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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常办通〔2021〕19号

关于印发《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在全市人大系统开展“万人助万企，人大

在行动”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

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平原示范区人大联络处：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市人大系统开展“万人助

万企，人大在行动”活动的实施方案》已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7 日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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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市人大系统
开展“万人助万企，人大在行动”

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万人助万企”活动决策

部署，结合我市人大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要求，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全省工

作大局”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充分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人大在行动”活

动，摸实情、出实招、办实事，切实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突

出问题，为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新乡绚丽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二、主要任务

坚持立足本职与服务发展相结合，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开

展活动。

（一）开展以“走进企业、服务发展”为主题的走访活动。

落实常委会主任联系委员、常委会委员联系代表“双联系”制

度，强化与企业界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联系名单附后）。

市、县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要围绕优化政务环境、优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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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化法治环境等重点，走访联系代表和企业，开展调

查研究。重点调研和了解惠企政策落实、生产要素保障、企

业创新推动、企业风险防范、政务环境优化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汇总梳理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立法诉求，市人大常委会及时开展专题

调研论证，尽快纳入立法计划，启动立法程序。

（二）联动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市、县联

动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在我市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将净化涉企执法

环境、重大项目招引落地、规范中介招标市场等内容作为重

点，全力助推营商环境优化。人大常委会会议要专题听取和

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汇总、梳理审议意见，督促“一府两院”，

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三）认真督办企业界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深化和拓展

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建立联系企业界人大代表“绿色

通道”，以智慧人大 APP、人大代表联络站为依托，对代表

提出的涉企建议，通过主任接待代表日、人大代表约见国家

机关负责人、人大与媒体联动监督等方式，强化意见建议办

理落实，真正做到企业有难必解、营商环境有堵必通、人民

群众有呼必应。

（四）广泛宣传各级人大、人大代表助企发展先进事迹。

充分利用新乡人大网、新乡人大杂志、新乡电视台“双岗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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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新乡日报“聚焦人大”专栏等载体，大力挖掘各级人大、

人大代表助企发展的经验和亮点，培育树立先进典型，强化

示范带动作用，努力营造鲜明的舆论导向和浓厚的活动氛

围。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要把“万人助万企，人大在行动”

活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纳入重要议

程，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积极主动，确保活动有序开展。

（二）强化工作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各项任务

和具体举措，将活动开展与人大依法履职相结合，加强调查

研究，深化督促检查，推动工作落到实处。

（三）强化纪律要求。坚持轻车简从，力戒形式主义，

不给企业增添任何负担，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

质量健康发展。

附件：新乡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驻会）联系

企业界人大代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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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乡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驻会）联系企业界人大代表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代表姓名 单位及职务

1
王乐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邓志胜 河南诚城集团总裁

2 郭志峰 河南豫韩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3
李 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程清丰 河南科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4 张伟倩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5
庞善起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裴春亮 河南宝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6 买世蕊 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7
职 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堵召辉 新乡市东新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8 熊国琴 河南移动新乡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9
鹿建宇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安文琪 华兰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10 胡建强 河南餐饮中央厨房产业园董事长、总经理

11
路文忠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保堆 河南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12 庞 理 河南省大树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

13
郭力铭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宏伟 河南现代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14 张 伟 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15
李维山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冯小磊 中石化新乡石油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6 连栋财 河南同盟冷链仓储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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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代表姓名 单位及职务

17
郭培山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穆竟伟 上海凯宝新谊（新乡）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8 郭卫强 新乡建业金龙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19
高 弘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李文彬 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20 毛 军 新乡市五金销售有限公司经理

21
刘清荷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张 涛 河南国网宝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经理

22 黄 坚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23
路传良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室主任、
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周孝忠 新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经理

24 张应鹏 新乡市金鹏冶金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25
王增勤 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主任

刘守轩 河南省宏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26 李鹏程 河南中泽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27
杨德照

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 华 封丘县金属织网厂厂长

28 孙业德 辉县市金盾保安护卫有限公司董事长

29
褚原新

市人大常委会
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林庆岳 河南润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30 祝建明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31
邵长征

市人大常委会
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建军 封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32 刘恒军 河南嘉联农林有限公司董事长

33
王晓珉

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
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华强 河南省嘉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34 赵荣彦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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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代表姓名 单位及职务

35
田忠东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

兰恩兵 河南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总经理

36 雷晓辉 新乡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37
周传利

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
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范国栋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长垣县银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垣县工商联主席

38 杨学斌 河南长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9
张云香

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

肖翠平 新乡市护神特种织物有限公司董事长

40 金 玲 新乡市光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41
侯守亮

市人大常委会
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 强 新乡绿泰云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42 冯明亮 新乡惠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43
朱乃斌

市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
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曹瑞杰 河南省宏瑞防腐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44 王新华 新乡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45
万荫生

市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 黎 新乡市万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46 杨红民 国网新乡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47
时张斌

市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明科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48 杨玉锋
河南创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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