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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聚焦民生 提升幸福

最近，家住丰庆路附近的居民有了新

发现，路边多了一个个“口袋花园”。虽然

只是40多平方米的微景观，假山、流水、游

鱼、花草却一应俱全，赏心悦目，妙趣横

生。今年以来，郑州金水区的居民在不知

不觉中发现街道变得更干净整洁了，街角

的绿化做得更精致了，停车更有序了，处处

日新月异，显现出一派靓丽景象。

随着金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台

阶，居民也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条条民生新政破浪前行，件件民生实事落

地生根，项项民生工程如火如荼，该区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和目标，以增进群众福祉为

根本，坚持把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狠抓公

共服务提升和优质品牌打造，民生支出占

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75%。随着桩桩件件

民生项目深入推进，金水区的市容市貌大

大提升，群众居住环境大为改善，社会保障

更密更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愈

发增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建勋 冯刘克
本报通讯员 王珺洁 崔雅男

幸福之路没有止境，民生建
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金水
区居民的家门口不仅有

“便民集市”，还有一个
郑州市北部区域的
标志性建筑——投
资 17.3 亿元建设的
金水区市民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中心。
该中心占地 98 亩、
总体量 18.2 万平方
米，包含便民服务中
心、图书馆、档案馆、体
育馆、文化馆、科技馆和
青少年活动中心，被列为郑
州市“三级三类”便民服务中心
重点项目，同时将力争建设成为中部六
省区级层面功能最齐全、设施最先进、服
务最完善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预计今年年底就能服务群众。

群众的幸福感就是最大的财富。金
水区以增进群众福祉为根本，坚持把财
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狠抓公共服务提升
和优质品牌打造，2018年，民生领域投
入49.1亿元、同比增长10.3%，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73.5%。

一张越织越密的社会保障网为百
姓生活兜底——2018 年，金水区完成
就业创业培训 5116 人次，新增就业再
就 业 32711 人 ；新 建 成 保 障 性 住 房
6535 套，落实青年人才公寓房源 1500
套，启动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1200套，分
配公共租赁住房 4294套；发放低保、高
龄津贴和残疾补贴等资金 5489 万元，
免费为 2923 名残疾人办理“绿城通关
爱 IC卡”；完成第一批 52个老旧小区提
质改造和 3.3万平方米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新投用中小学 5 所，新增普惠性幼
儿 园 12 所 ，扩 充 优 质 学 位 9545 个 ；
11042 家餐饮服务单位全部纳入风险
分级管理，20 家农贸市场实现追溯系
统全覆盖，顺利通过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区）考核验收。目
前，金水区建立健康

档 案 116 万 份 ，管
理慢性病患者 8.7
万余人，家庭医
生签约 57.7 万
人 ，签 约 率
44.4% ，领 跑
全 省 家 庭 医
生签约信息化
建 设 ，签 约 质
量和服务能力

逐步提高。
如 果 说 ，整 治

“大路”关系城区大发
展，改造“小区”关注的则是

社会大民生。在打造卓越路段和旗帜路
段的同时，结合老旧小区改造，该区把精
细化管理从路上延伸到楼院里，实施老
旧楼院改造“民心工程”，让党和政府执
政为民的理念，在百姓家门口看得见、摸
得着。

建成于上世纪 80年代的花园路 26
号院，经过不断扩建，共有 9 栋家属楼
228 户，聚集了省科学院 4 家下属单
位。这里多头管理，院中有院，大围墙
内有小围墙，砖混楼房一身病，年久失
修，雨水倒灌，灰头灰脸，坑坑洼洼等。
更要命的是，因为单位改制等原因，该
院的管网图纸早已无处可寻，雨水管网
无法改造，逢雨必涝，居民们怨声载
道。为此，改造工作协调小组和施工方
多次对老住户和熟悉该院情况的人员
进行走访、询问，实地排查，积极协调供
电、供水、燃气、通信等部门，最终对原
有施工方案进行了优化和改进，确保了
改造后的整体效果。在这儿居住了近
30年的居民王红说：“墙粉刷、改管网、
路整平、灯弄明，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城区的面貌就像家里的客厅，直接
体现这个家的品位。金水区以“路长制”
为引领，把共享发展成果的落脚点放在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上，把工作做到居
民心坎上。该区坚持“标准化、规范化、
常态化”工作原则，围绕“千路优秀、百路
卓越、十路极致”目标要求，持续强化

“1+2+N”工作模式，全力推动市容市貌
不断改观、城区品质不断提升。

在长约 500米的凤鸣路文化墙上，
除了各色各样的戏剧脸谱以外，一张张
窗花似的戏曲宣传展板上，从戏曲简介
到人物行当，从豫剧特色到乐器运用，精
彩展现了中国戏曲豫剧的独特魅力。如
今，这条路已成为郑州戏曲爱好者的“打
卡佳地”，也被市民亲切地称为“戏曲文
化街”。而前后巨大的改变，就是得益于

“路长制”的实施。
要把钱用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让

每一位辖区居民都能分享发展带来的
甜蜜果实，过上幸福安康的宜居生活。
今年金水区财政预算安排 8 亿元用于
城市管理，全区 822个路段按每条每月
5000元标准提升打造。而对于 30条极
致路段，每条路段投入创建经费高达百
万元。

政一街、经四路的行政区历史变迁
元素主题、顺河路的黄河文化、郑州记忆
元素主题……金水区瞄准“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郑州特色”整体定位，聘请城市
规划设计专家组成评审团队，按照“规格
统一、制式标准、街景融合、各具特色”的
原则，深度挖掘街区历史典故、文化元
素，探索将街区风貌设计向城市家具更
新、墙体立面整治、城区景观设置拓展。
目前，已召开专家评审会6次，14个街道
25条路段的设计方案已通过评审、正在
施工或进行招标准备；7个街道8条路段
设计方案正在完善；全区30条极致路段
将于 10月底前全部完工。已打造微景
观 37处，6月底前，全区 74处微景观将
全部完成。

金水区创新机制，打造高效管理“运
行圈”。健全财政投入机制，保障民生工
程实施；完善环卫运行机制，把所有除主
次干道快车道的道路清扫保洁、人员考
核权、机械管理权全部下放到街道；推行

“五星级商户评定”制度，激发商户参与
市容市貌大提升工作积极性；建立智慧
停车管理体系，通过试行智慧停车管理，
错时限时停车等措施，提高停车泊位使
用效率；打造执法协作联动机制，形成交
警、城管执法、街道一体化巡查、联动式
执法制度；严格考核奖惩制度，督促各部
门履职尽责。

目前，纬一路、英协路等6条道路全
部实现智慧停车，停车泊位周转率提高
30％，新建停车场泊位、公共服务和商
业类新配建机动车泊位 8965个。全区
共安装“五星级商户”评定公示牌26642
个，一季度共评出“五星级优秀商户”
203个。全区整体道路绿化带达标率达
60%；美化树穴 20549 个、空调外挂机
1915 个、窨井盖 1231 个、变电箱 1565
个，打造文化墙90处。在道路病害专项
治理中，区城管局和各街道同时推进，共
修复道路破损4022处 70750平方米；粉
饰、装饰墙面 90590.6平方米；安装人形
道隔离栏37879.3米。

环境整治不仅要做到细致入微，更
要在提升功能和服务上精雕细琢，让文
明新风如春风化雨般融入市民心中。沿
着经六路从北往南走，除了以“传承与梦
想”为主题元素的照片墙和老物件、彩绘
展示，还有该区第一座“城市书房”，投资
100多万元，面积约 110平方米，预计 6
月中旬完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闻书
香”；经八路街道打造的“五分钟生活圈”
便民集市，涵盖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新添置的 5台 24小时自动办证
机，可以随时去办理身份证、续签港澳通
行证、领取护照等。在省委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400多平方米的空间有书画室、
儿童乐园、健康小屋等，让社区更像家。

“路长制”引领 打造品质城区

五分钟生活圈的菜便利

执法队员带领小学生们体验“小路长”，发现和制止
城市里的不文明行为

志愿者开展市容市貌清洁行动

精细化管理 突显为民理念

上图为党建文化墙成了北苑社区最
亮眼的一张“名片”

舒心的环境，快乐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