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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汴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给中牟这块土地上注入了新的活

力。作为中牟县的新城区广惠街办事处，与郑东新区毗邻，发展

势头迅速，在郑汴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广惠街办事处是中牟县新城区所在地，既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又是中牟县倾力打造的功能复合、生态宜居、高效

集约的新型都市。310国道、规划中的 107国道、万洪公路、陇海

铁路等干线穿境而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总面积 39.12 平方

公里，辖 12个行政村，总人口 6.9万人。

近年来，广惠街办事处紧紧围绕中牟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

署，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统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按照

各项工作争创一流的总目标，抢抓机遇、趁势而为，全街道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出发展提质、民生改善、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016 年，广惠街办事处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46.51 亿元，增速

10%；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6.97亿元，增速 32.7%；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完成20.62亿元，增速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0.1亿

元，增速13.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4.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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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 3日，农历正月初七，春
节过后上班第一天，广惠街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王林祥带着花生油等物品，来到
刘圪垱安置区，看望居住在这里的 20
多户居民。

“办事处对俺们的生活非常关心，
王书记一有空就来村里。”80岁的刘老
太太紧紧握住王林祥的手，久久不愿松
开。“我的工作就是为乡亲们搞好服务，
我做得不好，您多批评啊。”王林祥一句
话说得在场群众纷纷鼓掌。

广惠街办事处在保持经济快速发
展的同时，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举
全街道之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不断
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积极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出
台实施大病救助、教育奖励、失地保障
等政策。截至目前，发放抚恤金 12万
余元，发放被征地农民补助291.5万余
元，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472人，大大
增强了辖区群众的社会保障能力。

同时，加强监督管理，按照评审程
序化、公示规范化、发放社会化、监督多
元化、建档标准化和管理动态化的要
求，坚持“三公开、二公示”制度，即公开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人数、金额，上
报前公示和审批后公示，做到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升
有降，每月按核定标准准时发放，实行
以户为单位的银行存折社会化发放，无
延迟发放，无截留、挪用现象。符合条
件的按程序申请、审批，严禁出现“关系
保、人情保、维稳保、指标分配”等现象，
严格执行上级应保尽保，按标施保及全
部社会化发放的相关政策，保证了全街
道和谐维稳的良好局面。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要求，每季

度对所有在册的农村低保对象进行核
查，实现了数据录入动态管理，以保障贫
困群众基本生活为依据，根据贫困对象
的实际情况进行救助，不搞特殊化，不搞
平均化，严禁挪用、错支等行为，坚持公
开发放，及时发放救助资金，定期向社会
公布，自觉接受监督。目前，办事处共有
低保60户96人,五保户34人。其中集
中供养7人，每人每月发放640元；分散
供养27人，每人每月发放384元。

广惠街办事处以让辖区群众拥有
更多的幸福感为落脚点，着力提高惠民
水平。新建中牟县人民医院(新区)、商
都路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辖区群众看
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得到进一步缓
解。针对特困人员、留守儿童、残疾人、
受灾群众等困难群体，健全兜底保障安
全网络，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
时，各项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为被征地群众发放失地补
助，为高中生、大学生发放奖励金;加大
新农合保障力度，新农保新农合参保率
均达 100%;制定实施了大病救助、离
退休村干部补贴等五大暖心政策;开展
转岗就业培训 12期，完成农村劳动力
转移1900余人。同时，高标准建设岗
头桥、占杨两个村委大院，投资完善技
防设施，群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生活
水平进一步提升。

“办事处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
围绕‘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环境优美、
社会和谐’的发展目标，倾心打造开放、
美丽、和谐、幸福的‘首善之区’和功能
复合、生态宜居、高效集约的新型都市，
为广惠街美好明天谱写新篇章，再创新
辉煌。”广惠街办事处主任张中锋说。

贾鲁河畔的“幸福密码”
——中牟县广惠街办事处倾力打造生态宜居新型都市

绿树成荫，鲜花盛开，鸟语花香，小
桥流水……虽然已进入冬季，但人们漫
步在广惠街辖区内的四牟园内，人在丛
林中穿行，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相伴
左右，愉悦而又轻松，心底不自觉地有
了一丝清凉之意。

在全力推进辖区经济发展的同时，
广惠街办事处倾力打造“碧水蓝天”的
宜居之地。中牟县摄影爱好者刘客白
说:“这几年，中牟县新城区发展非常
快，路宽了，公园多了，绿地多了，河流
越来越美，到处都是美景!”

为扎实推进街道城乡管理综合考
评工作，今年年初，广惠街办事处在辖
区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街道
办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环卫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各项工作的
落实和督查工作机制的实施，任务层层
细化分解，实行网格化管理。

广惠街办事处成立 9个专项治理
小组，建立健全“全面覆盖、层层履职、
网格到底、责任到人”的三级网格化监
管体系，不断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每条路段、每个村（社区）的保洁工作有
人抓、有人管、有人做。各行政村明确
一名创建负责人，一名环卫工组长，主
要负责日常管理、督查保洁情况和组织
各项活动。

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对
死角、盲区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整
改到位。同时，严格按照“6个百分百”
等要求，加大对建筑工地、拆迁工地等
的整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问
责。今年以来，累计整治建筑工地 44
家，查封12处，责令停工整改32处；搅
拌站5家，依法拆除2家；拆除燃煤锅炉

6座；取缔露天烧烤33处。同时，投资
1000余万元购买防尘网，对辖区内的露
天土堆、沙堆12万余平方米进行了密闭
覆盖；上半年共取缔小、散、乱、污企业
685家。投资600余万元，按照“6个百
分百”的工作要求，对刘申庄（占李）、占
杨、后路俭、刘申庄（马顶堡）、桃村李、朱
博士6个拆迁工地60余万平方米进行
了全部覆盖、设置围挡。

坚持“日督查、周评比、月总结”制
度，强化基础建设，更换扫把942把、铁
锹160把，更新各行政村健康教育宣传
栏16块。同时，坚持督导检查，全年共
下发整改通知书120余份，限期整改完
成120余处，清理600余立方米生活垃
圾和800余立方米建筑垃圾。

坚持凡违必查、凡违必拆，对违章
建设要“心肠硬、出拳重、下手狠”。始
终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对各类
违法建设行为“心肠硬、出拳重、下手
狠”，实现了全年违法建筑零发生。今年
以来，广惠街办事处共下发停工通知书
43份，群众自行拆除8处3.5万平方米，
联合县规划局执法大队依法强制拆除
35处 6.4万余平方米，起到了较强的震
慑作用，建立了良好的城乡建设秩序。

广惠街办事处以构建“生态宜居、
环境优美”的新城区为支撑点，着力改
善人居环境。打造了以森林科普、日常
休闲、体育健身为宗旨的占地900余亩
的四牟园，占地3700余亩的贾鲁河实
现了由臭水河到景观河的转变，同时，
总占地1600余亩的陇海铁路、广惠街、
万洪公路、人文路、文通路、新城大道、
屏华路等7条生态廊道的修建，也为群
众出行增添了一抹绿意。

以人为本
推进新型城镇化

广惠街办事处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统领，坚持“以人
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产城互动、科学有序”
六项基本原则，突出城镇、路网、生态、产业“四个体系”建设，
全力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实现了旧村改造与安置建设“双丰
收”。

广惠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林祥说：“因发展需要，广惠
街社区涉及搬迁、安置的居民数量多，且人口密集。我们坚持
以‘完善功能、打造亮点、突出特色、提升品位、改造民生、服
务发展’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城市项目
建设为重点，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基础，不断完善综合服务设
施，统筹城镇化兼顾、多措并举，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
伐。”

安置区建设全面实施。后潘庄村、刘圪垱村、朱博士（占
杨）、绿博 3号、岗头桥村等涉及到拆迁村庄的 9个安置区都
已开工，建筑面积总计240多万平方米。其中，刘圪垱社区计
划于 2017年下半年回迁入住，绿博 3号社区计划于 2018年
年初回迁入住。上半年，全街道共完成1650户群众的房屋拆
除工作，启动216.7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建设，为全街道新型城
镇化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谢杏谢吉高压改线项目已全部清障
完毕，长城书画城项目主体已完工，万邦 3期已正式营业，新
圃街南延、占杨路、大同路、文澜街、万邦街、人文路南延、新
城大道等10条新建道路占地清障均已完成，项目方已进场施
工。上半年，全街道累计完成 3000余亩的土地征收清障工
作，确保了总投资达34亿元的35个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民生项目扎实推进。文博路小学计划总投资4000万元，
占地 47.918亩，目前已投入使用；一初中迁建项目计划总投
资6000万元，占地65.2306亩，目前已投入使用；滨河路小学
计划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27.0646亩，目前已投入使用；中
牟新区商贸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 7000万元，占地 13.122亩，
目前项目主体已封顶，即将启动内外部装修作业；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8000万元，占地32亩，目前根据县指
挥部要求，正在委托有资质公司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
告和能评报告。据统计，2016年，累计为民生实事项目供地
176亩，全力提升辖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面提升辖区群众
的获得感。

全力服务好三大园区项目建设。以“包干项目各挑重担，
困难项目集中会战”为主要思路，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同时，加
大对强买强卖、村霸路霸的打击力度，进一步优化施工环境，
为中牟新区、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汽车产业聚集区

“三大园区”项目建设及全面发展做好保障工作。
王林祥表示，2017年，办事处将进一步优化安置房建设

环境，确保刘圪垱安置区按时竣工，早日实现群众回迁；朱博
士（占杨）、绿博 3号、后潘庄二期、岗头桥、后路俭、占李安置
区顺利建设，马丁堡、桃村李安置区按计划启动建设。

近年来，广惠街办事处始终以党建
工作为引领，夯实发展的基础。抓班
子，强化党工委自身建设，坚持中心组
学习制度，每月党政班子成员集中学习
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90分钟，全面
提高班子成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
水平。

抓班子，强化党工委自身建设。按
照“三会一课”要求，班子成员都要过双重
组织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使民主生活会成为交心会、团结会和鼓
劲会，进一步增强了班子的整体合力。
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定时不定时召开
党政联席会议，班子成员共同商讨重大
事宜，为街道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智力。

抓队伍，提高党员干部综合素质。
以每月17日“党员活动日”为载体，激
活党支部工作，全年共开展党员活动
120余次；组织村“两委”干部、街道机
关党员干部200余人，赴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进行学习培训。按照“坚持标准，
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
针，要求各党支部做好党员“入口”关，
争取将有能力有文化的年轻人吸收到
党员队伍中来，今年发展入党积极分子
15名，发展对象 10名，预备党员转正
18名，延期转正1名。

狠抓党建工作，提升党员干部党性
修养。广惠街办事处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为契机，狠抓党建工作。通过自
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不断提升党员干
部的党性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此外，开展评先进树标
杆，共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83名、先
进基层党组织 6个，带动街道各党支
部、党员积极向先进看齐，助推工作开

展。办事处投资50万元，打造以“服务
群众”为特色的毕虎村党建示范点，为
党员、群众学习、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开展各类排查整治，筑牢日常管理
基础。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促使党员干
部在整治活动中自我反思、自我整改、
自我提升。截至目前，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签订了《严守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
矩承诺书》《党员干部不出入隐蔽场所
违规吃喝承诺书》，开展了领导干部违
规在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兼职赚取报
酬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活动、持有身份
证、出国（境）证件自查活动。

强化督查，确保执纪问责成效。围
绕机关作风纪律建设，始终保持经常查
与重点查相结合的督查高压态势，构筑
了不想违纪、不能违纪、不敢违纪的浓
厚氛围。建立了考勤情况日通报、工作
纪律周督查、政务公开月检查等经常督
查通报制度，针对“五一”“十一”等节假
日，开展重点督查，通过发送短信、编发
简报、口头警告等形式对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通报。此外，坚持狠抓党建责
任的落地落实，大力推进干部作风建
设，共组织观看廉政教育片30余次，编
发廉政短信100余条，印发《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800余本，通报违规违纪
处分3次。

“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抓党建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抓
主业，是首要职责的意识，把党建责任
牢牢扛在肩上，时刻抓在手上。要始终
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理念，树立
长期作战的思想，精准发力、持续用劲、
久久为功。”王林祥说。

广惠街办事处辖区宽敞整洁的道路

广惠街办事处主任张中锋（左二）入户看望慰问社区居民

广惠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林祥（右一）深入田间地头询问农民增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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