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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年终时。
2016年的大主题从“打扫庭院 开

门迎宾”升级为“全域生态全域旅游”，这
一年，祥符用实力、用速度、用干劲儿交
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勇于担当，敢于担当，能够担当，是
2016年的祥符发出的最强声音。

时光在回溯中尤显不凡。走过
2016，走过“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祥
符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人民励精
图治，硕果累累。这一年，面对脏乱差的
城乡环境，该区打出了一手漂亮的“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牌；面对底子差、产

业弱的发展困境，该区亮出了一张诚挚
的“打扫庭院开门迎宾”名片；面对“三农
问题”，该区提出“全域生态全域旅游”，
找到了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金钥匙”；
面对怠惰散漫的工作作风，该区掀起了
一场如火如荼的整顿高潮；面对大开封
的快速崛起，该区搭上了建设开封市东
部新城的高速列车。

从全面发力、锐意攻坚，到经济在新
常态下破浪前行；从“两学一做”专题教
育深入开展，到“党建+”在基层纵深推
进；从足迹遍布先进地市的考察观摩行
动，到广受认同的新城理念、祥符方案

……在穿行的岁月中，过去一年的祥符
故事有着太多精彩。

“一年一个样”“千年古区换新颜，东
部新城显活力”，2016，祥符区做到了。

当前，祥符发展已经迈入新阶段，区
委区政府已带领全区完美地迈出“三步
走”的第一步。如今的祥符，正朝着第二
步“三城联创”，推进“全域生态全域旅
游”全力奋进。

关于加快祥符发展，特别是推进“全
域生态全域旅游”建设、最终达到“三产
融合”等一连串的发展战略已贯穿在每
一个祥符人的脑海之中，也必将在实现

“加快建设开封市东部新城，实现四个祥
符”的目标进程中找到答案。

美好的愿景不会自动化为现实，良
好的设计要靠实干才能落到实处。奋发
有为、只争朝夕，“人心齐，泰山移”。传
承千年古区神韵，沐浴各级领导关爱，
80多万祥符人民坚持品质发展、内涵提
升，站在了2017年的起点上。

祥符，一片沸腾着激情与活力的热
土，一幅凝聚着历史与神奇的画卷，一首
交织着壮美与激昂的乐章，将在新航程
的春光里，放飞希望与梦想……

一年前，开封市委书记寄语祥符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一年过去了，让我们看看千年古区有了哪些变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斌 席小超 通讯员 时学彬 董洪涛 文图

阅读提示 | 2015年12月7日，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在祥符
区调研时指出，祥符区要抢抓机遇，自我加压，务实重干，并寄语东
部新城建设“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成规模”。市长侯红在
参加开封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祥符区代表团审议时，以“千年古
区换新颜，东部新城显活力”寄语祥符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发展。

如今，白驹过隙，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祥符发生了什么变化？
东部新城建设如何？祥符区交上了怎样一份答卷？

站在岁末时点，本报全面梳理祥符区这一年的发展成绩，盘点
祥符区一年的变化。

如果要归纳2016年祥符发展
的关键词，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六
宜”美丽乡村、城区道路改造提升、
三城联创、城区交通秩序综合整
治、全域生态全域旅游，早已为祥
符人耳熟能详。

“我生在开封县，长在开封县，
工作在开封县。过去人家批评开
封县脏乱差，我们总是抬不起头。
撤县建区后，我们成了市民，还目
睹了祥符这一年的大变样，现在终
于可以扬眉吐气了！”采访中，不少
市民感慨万千，无不透露出祥符人
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归属感。

一年一个样，祥符变了——变
得精神、变得振奋、变得彻底。曾
经“望尽天涯无净土”的卫生死角，
没了；曾经一团乱麻的混乱交通秩
序，顺了；曾经堵车又堵心的占道
经营，撤了。取而代之的是，景美、

路畅、心舒的生活环境。
一年一个样，祥符美了——美

得整洁、美得干净、美得心醉。一
条条加宽的田间道路，延展于广
袤的田畴间；一排排整齐的民居，
安静地站立在阳光下；一棵棵挺
拔的行道树，亭亭玉立在村民回
家的路上；一个个幸福的笑容，洋
溢在祥符人的脸上。

一年一个样，祥符发展了——
区委、区政府在一次次的思考和谋
划中，在祥符区的自身优势下，在

“十三五”铸就的宏伟蓝图面前，提
出了祥符独具特色的“三步走”发
展战略。如今的祥符风生水起，朱
仙镇国家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野
生动物园、石文化产业园等大批项
目纷纷落地，区委、区政府正带着
祥符人踏着自信昂扬的脚步走在
实现“祥符梦”的大道上。

2014 年 10 月，开封县撤县建
区，复名祥符。虽以祥符区之名划入
大开封发展格局，但祥符区环境曾备
受“顽疾”困扰：卫生死角众多、建筑
垃圾存积、交通秩序混乱、私搭乱建
严重、小广告布满墙壁、占道经营频
现……这样的城乡，这样的祥符，何
谈美？何谈幸福？城乡居民满腹抱
怨。

知耻而后勇。区委书记王秋杰
说，“落后不怕，关键是要有改变落后
面貌的信心。只有靠自己双手才能
把家园建设得更美”。2015年10月
31日，祥符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工作动员会隆重举行。“打扫庭院，
开门迎宾”，全区上下迅速凝聚共识，
干部群众热血沸腾，转变作风，亮牌
子、亮身份、亮承诺，持续发力，将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落到实处，推向
深入。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城乡环
境美了，咱祥符才是真的美了。”区
长李军更是用“壮士断腕”“破釜沉
舟”来形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这场硬
仗的开局。

一年来，祥符区采取“全域整治、
示范引领、串点成线、整体提升”的策
略，既立足当前，更兼顾长远，与精准
扶贫、基层党建、招商引资、小城镇综

合整治提升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乡
乡都出彩，镇镇有惊喜，走出了宜居、
宜业、宜商、宜行、宜文、宜游“六宜兼
具”的农村综合环境改善的新路子。

一年一个样，乡村大变样——乡
间村落展新颜，换新衣，各具特色，别
出心裁。以前脏、乱、差的乡村，变成
了温婉娴静般江南风格的白墙、青
瓦、小弄；变成了大气恢弘般宫廷古
典的红墙、黄帽；变成了古色古香的
砖木结构；变成了田园风情般欧洲风
格的白色栅栏。平坦的水泥路向远
处的村庄延伸，一座座农家居所在绿
化苗木的掩映下熠熠生辉，一片片农
田沃野飘香……

朱仙镇腰铺村、范村乡徐墩村、
罗王乡胡寨、杜良乡马尾村，陈留镇
沈楼村、万隆乡余元村、曲兴镇五闫
村、兴隆乡大牛寨村，半坡店乡高庄
村、仇楼镇十里铺村……一条条康庄
大道连接村头巷尾，一幢幢粉墙黛瓦
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个个美丽乡
村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祥符大地。

特别是西姜寨乡经过一年的苦
干实干，实现了华丽转身，由一个交
通闭塞的偏僻乡镇，一跃成为水泥路
四通八达、红豆杉遍布、环境整洁的
全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乡镇，并一举

摘得2016“中国最美村镇”桂冠。
忽如一夜东风来，万紫千红百花

开。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让祥符的农
民个个喜上眉梢，更让慕名而来的游
人进入天然、野趣、清新、自然的五彩
世界。

“美丽乡村建设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王秋杰书记不止一次谈起这
句话，“只有环境美了，才会有下一步
更好的发展”。如今，区委、区政府吹
响了“全域生态全域旅游”的冲锋号，
新一轮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已经成型，
正以“十个一”工程为基础，启动特色
小镇建设，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近日，开封市委市政府督查局第
107期《督查情况》，以专刊形式专门
刊发了《示范引领整体提升 祥符区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并编发“编者按”，要求各县区学习，
结合实际，取长补短，这是市委市政
府对祥符区一年来发展的肯定。

2016年12月19日，王秋杰书记
作出重要批示：“明年全国农村工作
的重点可能是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有关，因此这项工作应作为今后农村
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希望各乡镇
持续发力，常抓不懈，做出成效，给人
民一个满意答卷。”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
建设如火如荼，创造了“祥符速度”，
古区祥符越发变得宜人宜居。

乡村“美丽”过后，区委、区政府
深知，建设的脚步万万不能停下，城
区也要靓丽起来。 因为，打造一座
宜居城市需要“内外兼修”，而基础设
施差、地下管沟杂、空中线网密……
这是祥符的硬伤。

“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延伸城市
主要道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
群众居住环境。”区委书记王秋杰说：

“历史欠账多，靠单纯的修修补补，小
打小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刻不容缓，箭在弦上。于是，在
高标准规划的引领下，祥符城区建设
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进行，12条主干
道开始改造提升。高压入地，热力、
电力、供排水、燃气等管道铺设，道路
形象提升设计，一气呵成，说干就干。

又一场城市建设攻坚战在祥符
区打响。12条主干道同时开工，需

要勇气，需要魄力，更需要担当。该
区的道路改造工程、城区建设，适时
又适势。但也是这样超强力度的城
区改造，带来了交通堵塞、出行不便、
尘土漫天，一时间，成为群众议论抱
怨的话题。

面对议论，区委区政府的态度坚
定不移。王秋杰书记在会上多次鞠
躬，声声感谢，感谢施工人员不畏艰
辛、加班加点、倒排工期、高标准严要
求赶工期；感谢各部门的通力协作，高
度负责，确保工程质量；更感谢全区干
群的参与、理解和支持。这深深的鞠
躬、真挚的谢意，一次次湿润祥符人的
心田，无形中加快了城区建设的进度。

一年一个样，城区靓丽美——高
标准推进的主干道整体升级改造工
程，宽敞的县府大街似一条迎宾大
道，古朴的路灯高高耸立道路两侧
……城市形象焕然一新，出行条件大
大改善，城市品位进一步提升。

道路虽然平整了，可混乱的交通

秩序和不文明现象还屡屡出现，与高
端大气上档次的城区氛围格格不入。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
在该区“三城联创”的大环境下，城区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和创文创卫创园
工作掀起了另一个高潮。全面取缔
城区三轮车非法营运，基本杜绝三轮
车接送学生的现象，校园周边交通秩
序得到明显改善，解决了乱停乱放、
占道经营等问题，城区交通拥堵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城区交通秩序呈现出

“畅通、有序、安全”，赢得了群众的交
口称赞。

如今的祥符，目之所及，城区主
干道各种创文公益广告和文明城市
创建标语的张贴，营造了全民参与

“创文”的良好氛围；行之所至，志愿
者们清扫路面垃圾，引导非机动车车
主按交通秩序行驶，井井有条。

祥符区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
氛围中变得更美好，而祥符人在文明
城市的前进中也感受到了更多幸福。

动员一个城市的力量。
一年来，改变祥符的行动，是有史以

来投资最大、动员人数最多、社会参与度
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城建大攻坚。
在这场大攻坚中，广大干部群众，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了祥符区
极大的理解和支持，祥符动员和聚集了
一个城市的力量。

一年一个样，干部敢担当——随着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城区
交通秩序整治、创文检查等硬仗的打响，
在祥符大地刮起了一股“作风转变”风
暴。一批批敢于担当、勇于担当、善于担
当的干部队伍渐渐涌现。

美丽乡村建设能不能持之以恒，全

域生态旅游能不能快速发展，东部新城
建设能不能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目标能
不能如期实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一年来，该区将党建工作与脱贫攻
坚、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全域生态
旅游等高度融合、齐头并进，把党建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凝聚了动力、激发了活
力、增强了战斗力！

“祥符区美丽乡村建设在短时间内
取得预期效果，靠的是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5＋2、白＋黑、阴＋晴、雨＋雪’这种
只争朝夕的干劲，靠的是党员干部内生
动力的激发和释放，靠的是党员干部积
极回应群众期盼的责任与担当。”谈及祥
符区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巨变，区委书

记王秋杰如是说。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一年来，祥符

发展天翻地覆。无论是从“十三五”规划
的制定，到围绕东部新城建设擘画“一核
两翼三组团四带八区十一镇”的大空间
结构，还是从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到招商引资、各项民生工程的建
设，再到“三城联创”、打造“全域生态全
域旅游”，祥符区委区政府带领广大干
群，干成了一大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
情，为祥符今后的发展积蓄了强大后劲，
也提供了有力支撑。祥符儿女都目睹了
祥符的改变，感受到了祥符的美好，也憧
憬着祥符的未来。

如今的祥符区，经过了干部作风纪

律整顿活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
程、招商引资等工作和换届调整，精神振
奋了，作风转变了，党群干群关系密切
了；

如今的祥符区干部，经过了外出历
次考察学习，每一次的亲眼所见，都感受
到与周边县市存在的差距；每一次的身
临其境，都解放了思想，转变了观念，提
振了精神，凝聚了力量，让赶超发展成为
强烈的共识；

如今的祥符群众，目睹了区委、区政
府的力度之大，感受到美丽、文明祥符带
来的益处，正和干部一道，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拧，自觉参与，将对祥符的深
切情感投入到祥符建设中去。

一年一个样，千年古区换新颜

变化一 祥符乡村美如画

变化二 祥符城区靓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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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三 祥符干群一条心

变化四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