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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岁的李同建打小生活在郑州市金水
区海滩街 1 号院，在他眼中，黯淡、破落的老院
如今靓起来了；家住金城社区的孙金梅高兴地
发现，缝补衣物和家电维修这些生活小麻烦如
今在社区的便民服务点都能轻松解决，甚至为
老人晒被、给小孩找保姆这类琐碎事情也能得
到帮助；下岗工人李发强找到了新工作，好日子
一个个到来，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期待。

2014 年，新常态为金水区百姓带来新感
觉：新增就业、再就业 31127 人，开工建设棚户
区安置房 15823 套，改扩续建 23 所学校，建成便
民服务网点 1248 个，率先在全市完成第二轮
122 个老旧小区改造……一个个“民生菜单”让
百姓过上了“小厨大宴”的生活。

菜单一：优质教育资源扩容
深化配置整合，实现优质资源扩容。2014

年，金水区 23 所学校新（改扩续）建工程进展顺
利，金水区艺术小学等 6 个项目已竣工，沙口路
小学等 2 个项目主体已完工，其余项目正在加
快推进。

投资 1971 万元，为金水区属学校教师更新
笔记本电脑 3974 台；投资 2346 万元，更新课桌
凳、空调及进行校舍维修；通过开展“百园扶百
园活动”，省示范园观摩周和市示范园帮扶新审
批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宣传月等活动，有效提
升了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新建国基路幼儿园、
白庙幼儿园已竣工。

菜单二：医疗卫生引领健康惠民路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需，该区从夯实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入手，强力推进各项医疗卫生事业，
办民生财政，还利于民，开启了基层卫生事业高
效、健康发展新模式。

落实惠民政策，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至每
人 568 元，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等 35 个病种纳
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2014 年共有 4.776 万人
参加新农合，参合率为 99.77%；去年前三季度
该 区 新 农 合 累 计 补 偿 7.4 万 人 次 ，补 偿 金 额
1906.05 万元。

菜单三：保障房托起安居梦
寒冬时节，位于清华紫光园的保障房迎来

了第一批住户。58 岁的孙大姐走进自己的新

居，她说：“自从知道摇上号后，我就时不时来看
看。现在住进新房，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孙大
姐拿起皮尺，丈量着自己的新家，憧憬着美好的
未来。

筑巢，安居，梦圆。今年，金水区开工建设
棚户区改造保障住房 15823 套，基本建成 4846
套；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2423 套，基本建成
1543 套。

菜单四：社工服务温暖空巢老人
79 岁的退休教师刘文卿是位空巢老人，她

和儿子一年中聚不了几次，却几乎天天和居家
养老服务员洪梅芳见面。洪梅芳下岗后就被金
水区政府招聘为居家养老服务员，一周来刘文
卿这里 6 天，每次 4 个小时，每小时工资 16 元，
其中政府补贴 6 元。在金水区，像她这样的服
务员有 159 人，服务着 300 多名“三无”老人和空
巢老人。

今年，金水区将出资 400 万元，购买“三社
联动”公益服务项目，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服务。

菜单五：文化惠民乐心田
连日来，金水区国基路街道办事处综合文

化站都很热闹。大妈们忙着在排练厅编排舞
蹈，叔叔大爷们在丹青阁里挥毫泼墨，公司白领
每天下午都来图书室借阅图书，乒乓球爱好者
每天晚上都要比个高低。

这座综合文化站总面积 1500 平方米，投入
资金 300 余万元，含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培训
室、文体活动室、图书室、棋牌室、书画室、多媒
体会议室等多种功能场馆，面向辖区群众免费
开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记者在这一组数据中找到幸福金水人的总答
案—— 2014 年，金水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51.
77 亿元，民生支出 30.4 亿元，占总支出的 74.
7%。预计 2015 年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76%以上。从关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
到关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民发展权利；从
解决群众低层次的民生保障需求，到满足群众
生态环境和公平正义等民生愿景，内容涉及教
育、医疗、就业、交通、文化等多个领域。

新常态下，金水区谱写出一曲曲民生改善
与经济增长的和谐之歌。

“过去的一年里，经开区在构建现代产业
和对外开放体系上实现重大突破。”2 月 2 日，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崔绍营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常态下面临着新机
遇，在主导产业和开放平台的双核驱动下，
2015 年经开区将向六星级产业集聚区全力冲
击，奠定先进制造业新城和国际物流通道枢纽
地位，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三大主导产业竞相发力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是郑州经开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指路灯”。

2014 年，郑州经开区狠抓主导产业转型
升级，着力做大三大主导产业，有力推进了三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

汽车产业结构全面优化。东风日产全年
实现产值 243 亿元，增长 20.9%；海马年产超 9

万辆，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宇通客车产销突破
6 万辆，领跑全球客车企业。

装备制造产业规模壮大。中铁装备自主
研制的全断面岩石掘进机（TBM）成功下线，标
志着我国岩石隧道掘进机技术跻身世界第一
方阵。中兴产业园、宝冶钢构等项目开工建
设，海尔空调、恒天重工等项目建成投产。

现代物流产业势头强劲。新签约天地华
宇、圆通速递、众品冷链、海尔虚实网等 30 个
现代物流项目，医药物流、电子商务及快递物
流、时尚物流、汽车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
物流业态高速发展。

四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郑州国际陆港“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国际物流通道枢纽”，实现 E 贸易“买全
球、卖全球”，是郑州经开区对外开放体系构建
的“方向盘”。

2014 年，郑州经开区抢抓国家实施“一带

一路”战略机遇，强力推进国际陆港建设、郑欧
班列运行、E 贸易试点和经开综保区申建等工
作，几大开放功能平台迈上了崭新台阶。

国际陆港建设全面提速。汽车整车进口
口岸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内陆地区第一个
陆运整车进口口岸，已完成 24 辆进口汽车清
关和检验检测业务，标志着途经多国的进口整
车陆运大通道成功打通。

郑欧班列成为领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新引擎。截至 2014 年底，郑欧班列累计开行
100 班，承运货物超 4 万吨，货值总计超 5 亿美
元，班列满载率、货重、开行班次、开行密度和
综合影响力均居国内第一位。

E 贸易试点引领作用有力彰显。新建成
10 条包裹输送线，平均每 5 秒可输送一个包
裹；日走货量突破 8 万包，单月突破 80 万包；截
至目前，累计完成测试商品近 150 万包，货值
突破亿元大关，位居全国同类试点城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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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建设经济强市
□郑州观察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刘象乾

“民生菜单”
烹制惠民佳肴
□郑州观察记者 冯刘克 本报通讯员 王珺洁 叶明明

全力冲击“六星级”产业集聚区
□郑州观察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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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新郑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50.1 亿元，增长 31.8%，居全省县（市）首位，再
次进入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市）。

2014 年，新郑市县域经济发展质量评价蝉
联全省首位，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2014 年，在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和 2014 年度“三大主体”工作 12 项县（市）考
核中，新郑市获得 11 项表彰。

一串串亮丽数字的背后，反映的是该市
2014 年度坚实发展的成就：农业基础更加稳
固，工业经济量效齐增，第三产业不断壮大；城
市品位快速提升，城乡融合步伐加快，人居环
境大幅改善……

2 月 6 日，新郑市委书记王广国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受
益，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红利为我们提供了更
多惠民利民的资金保障，只有坚持民生优先，以
人为本，才能凝聚建设经济强市的强大合力。”

在以融入大郑州、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承接郑州
产业辐射“双融入、双承接”战略的布局下，郑
州、沿海地区的项目及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的配套项目纷纷扎根落地，华南城、华商汇、雪
花啤酒、光明乳业等这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大项目，近几年纷纷抢滩新郑，使新郑本地产
业优化、产业升级异常活跃，也让老百姓实实

在在尝到了甜头。据统计，近三年，新郑市共
签订投资项目 221 个，合同总金额达 2092 亿
元，累计到位资金 319 亿元。

商贸物流从无到有，剑指中原“航母”。华
南城、华商汇、六盛钢材、国际农用机械贸易中
心等一大批基地型、龙头型项目接踵而至，新
郑市因势利导规划建设 25 平方公里的龙湖商
贸会展城，着力建设电子商务、商品交易、物流
配送“三个超千亿”的“龙湖商圈”。

中国红枣领导品牌“好想你”、生猪养殖第
一股雏鹰农牧、中国最大的啤酒公司雪花啤
酒、跻身世界方便面第一阵营的白象方便面
……薛店镇发挥现代食品制造业优势资源，不
仅要打造观光旅游的啤酒小镇，中国国际红枣
综合产业园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中。

新港产业集聚区是全省首批重点产业集
聚区、重点打造集研发、生产、物流、销售于一
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生产基地。目前，新郑市拥
有规模以上医药企业 11 家，形成了年产 70 亿
支国内最大医用水针剂生产基地。

据统计，郑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达
299 家，年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企业达 27 家、超
亿元企业达 229 家，完成主要工业增加值 273.
9 亿元，增长 12%。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产业
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完成增加值 106.3 亿元。
科技支撑作用明显，研发新产品 67 个，申请专

利 600 件，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47.3 亿
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8%。

2014 年新郑市投入民生资金 40.7 亿元，
增长 24.4%。不断拓宽创业就业渠道，发放小
额担保贷款 7006 万元，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
9119 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9 万人。老年人生
活更有保障，建成村级幸福站、社区托老站 14
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36.6 万人，参保率
达 99%，发放养老待遇 1.2 亿元。新农合参保
47.3 万人，城镇居民参保 16 万人，为困难家庭
发放各类保障金 5300 万元，入住新型社区居
民与城镇居民基本实现社会保障无差别。新
建保障性住房 637 套，为 477 户住房困难家庭
发放住房补贴 132.7 万元。

同时，新郑市还大力开展文化惠民工程，举
办“双百”演出等文化活动 430场。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新建、改扩建城乡中小学、幼儿园11所，
高考成绩连续 23年位居郑州县（市）前列，被评
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县（市）。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市级公立医院全面开建，新修、改扩
建梨河等乡镇卫生院4个，配建社区便民卫生服
务中心 33个。广电及互联网服务实现新突破，
免收 5.8 万户城区和入住新型社区居民家庭有
线电视视听费，郑风苑、黄帝故里等主要景区实
现无线网络覆盖。成立乡村公路管护、环境卫生
保洁队伍，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金水区社区服务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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