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青莎

8 月 27 日，看着家门口的地硬化
一新，还装上了漂亮的实木乘凉架和
健身器材，家住西苑社区的石阿姨高
兴得合不拢嘴，“真是大变样，老小区
越住越新了！”

西苑社区位于开封市鼓楼区五一
街道办事处，建于 1992 年，是典型的
老旧小区，也被称作“三无”小区——
没有主管单位、没有物业、没有技防。
经历几十年风雨，西苑社区落下了“一
身毛病”：小广告满墙，电线像蜘蛛网，
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逼仄。

“一下大雨，管道就堵，出门得拿砖

头垫地，像走‘梅花桩’。”说起往日的情
景，居民们直摇头。不方便倒罢了，不安
全更让人闹心，“楼与楼之间都被违章
建筑占满了，消防车进不来。有一年失
火，眼睁睁瞧着没法救，真是急死人。”

2019年年初，开封市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今年上半年，西苑社区被列
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示范点。鼓楼区
委、区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程跟踪
参与，帮助解决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居民志愿者服务队天天拿
着小喇叭在社区里宣传政策、发传单，
便民服务中心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改
造计划和内容，邻居们见面聊的全是
小区改造的事儿。

“要做就做到大家心坎儿上，拆不
拆，怎么改，每一项都要广泛征求居民
意见。”五一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利苹说。

西苑社区分为A、B、C、D四个区，
住宅楼 86栋，有老厂家属院、拆迁户，
还有商品房，居民上万人。这个说要划
停车位，那个嫌占用了活动场地，各种
想法层出不穷。改造前期，街道办事处
发动网格长、楼栋长和住户党员、业委
会成员等逐家发放民意调查表，分区分
段召开商讨会，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将
群众意见融进设计方案。那段时间，社
区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方案确定后的第一道难题是拆除
小区违章建筑。为这事儿，A区的王大
爷干脆躲到了亲戚家。社区党委书记
陈宝琴跑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好不容
易打听到电话，才约他回来当面谈。

“家里有困难，社区帮你解决，身
体重要，有事不要急。”王大爷患有高
血压和心脏病，陈宝琴耐心开导他，

“你家这违建挡住了消防栓，为大家的
安全也为自己的安全想想。”几番苦口
婆心，王大爷终于点了头。

这边刚说定，那边又有几十户居
民想不通，嚷嚷着要去找领导。“在这
儿住几十年了，说拆就拆那不行。”“拆
了，俺的三轮车往哪儿搁？”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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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马涛）8月 27
日至 28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南阳市
内乡县、邓州市、唐河县、社旗县，调研
县域经济、企业发展、生态保护等工作，
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听取意见建议。

在唐河县亚澳农机有限公司，王国
生查看企业生产经营、订单变化，询问
农机市场销售情况，指出我省县域面积
大、人口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要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挖
掘消费潜力，拓展内需空间，在畅通国
内经济大循环中赢得先机。在英拓科
技集团，王国生查看实验室装备研发销
售情况，指出要紧扣企业需求，以更强
担当、更实举措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
最简审批、最优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在奥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国
生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集聚区发展
情况，听取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强
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三
起来”重大要求为根本遵循，落实省县
域经济工作会议安排，培育壮大特色主
导产业，加快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内乡县牧原集团肉食综合体项

目，王国生详细了解生猪生产、屠宰加
工等情况，勉励企业负责人，要以创新
为引领，脚踏实地练内功，发挥龙头作
用、扛牢社会责任，坚定走好高端化、
绿色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他强调，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充满
活力的朝阳产业，要持续调结构、提品
质、创品牌，做优做强农产品精深加
工，把我省“三农”潜力挖掘出来、优势
发挥出来。在寅兴钢结构装配产业
园，王国生查看企业生产，了解上下游
产业链运转情况，指出要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在固链补链强链上下功
夫，加快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康硕智能制造是从北京落户邓州
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王国生询问企业
生产研发情况，了解 3D 打印技术应
用，指出要以南水北调为纽带，持续深
化京宛对口协作，承接产业转移，对接
高端要素，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在
邓州市圣新源纺织品公司，王国生走
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订单结构变化、
带动就业情况，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
把握好经济增长、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的关系，既注重培育技术含量高的新

兴产业，又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提供有力支撑。他
强调，县域经济是连接城市群发展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要加快产
城融合、城乡融合，推动人才、土地、资
本等要素在城乡间高效流动，以县域
经济高质量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加快
乡村振兴步伐。

在社旗县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汇博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王国生
查看企业技术研发、智能改造情况，指
出要善于识变求变应变，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主动应对国际国内
市场变化。他强调，要大力弘扬企业
家精神，推动企业优化管理方式，完善
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民
营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力军作用。
在调研中，王国生就“十四五”规划编
制听取企业职工意见建议，叮嘱当地
负责同志，要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
把自身优势和潜力研究透，谋划好县
域主导产业发展，一个产业一个规划、
一套政策，持之以恒抓出成效。

在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展

示馆，王国生了解“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强调要坚持党
建引领，持续完善拓展“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更好地听民声、集民智、聚民力，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激发基层组织活
力。在“编外雷锋团”展览馆，王国生握
着雷锋战友姚德奇、宋清梅的手，听老
人讲述雷锋的事迹，共同学习雷锋精
神。他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要传
承弘扬好新时代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
在青年一代心中生根发芽，让甘于奉
献、乐于助人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

在调研中，王国生查看白河、湍
河、唐河、赵河生态治理和南水北调水
源地生态保护情况，指出要更加牢固
地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修
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
持续加强流域生态保护，确保一渠清
水永续北送。王国生沿途查看秋粮长
势，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扛牢粮
食安全责任，落实落细秋田管理措施，
抓好病虫害防治，努力夺取全年粮食
丰产丰收。

穆为民参加调研。 ③8

王 国 生 到 南 阳 市 调 研
县域经济、生态保护等工作

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听取意见建议

□本报评论员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

在干部队伍作风。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暨总攻动

员会指出，要有更硬的决战作风，坚决防止和纠正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要求切中肯綮，就是要在最

后关头再猛击一掌，督促、鞭策、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进一步把铁的纪律立起来，把干的劲头鼓起来，以

硬作风打硬仗，以作风大改进决胜脱贫大决战。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

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各省区市都层层签了军令状，承诺了就要兑现。时间

一晃就过去了，上上下下必须把工作抓得很紧很紧。”

河南人口基数大、农村点多面广，脱贫攻坚更要靠坚

强党性和过硬作风提供有力保证，人民至上的情怀不

可缺，敢拼敢战的斗志不可缺，求真务实的品质不可

缺，切实做到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

真实，让脱贫成效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

检验。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

上、奋力拼搏，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干

部，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

“独臂支书”李健，凭借顽强意志，撑起“V”型人生，带

领村民实现脱贫致富；商城县伏山乡簪子河村第一书

记陈铁帮，一个月走遍十多平方公里不通路的深山

区，“爬岭翻山过草地，腿上常挂大蚂蟥”，让重点贫困

村变“美丽乡村示范村”；滑县半坡店镇闫河屯村第一

书记齐尚山，拖着身上的两根透析管坚守扶贫一线。

疫情防控期间，基层党员干部和扶贫工作队既在战

“疫”上全力以赴，又在战“贫”上毫不放松。针对疫情

初期农民工“出不来、进不去”的情况，有组织地开展

劳务输出、“点对点”输送服务，推动了贫困劳动力返

岗就业；为推动消费扶贫，许多基层干部纷纷“直播带

货”，促进了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的解决……这些奋

战的身影、扎实的举措，彰显了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真

抓实干、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

俗话说：“编筐织篓，全在收口。”大功即将告成之

际，也是精疲力竭、心躁难耐之时。如果静不下心，凝

不住气，定不了神，稍一松懈，就会功亏一篑。当前，

我省脱贫攻坚整体保持良好态势，但其中也存在一些

问题和不足。一些干部到了最后冲刺关头，容易产生疲劳厌战心态、急躁心态和

撤摊子心态，个别人员对“打硬仗”缺乏信心，对“攻坚战”缺少技能，对“持久战”缺

失耐心。这些不良心态和作为，说到底是思想上作风上出了问题，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祟。

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现在把问题偏差解决到位，把短板弱项及时补上，

交卷时我们心里才会更有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近在咫尺，面对剩下的贫中

之贫、困中之困，面对已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边缘人口的致贫风险，面对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进一步锤炼过硬作风，责任落实要更到位。省级领导

要坚持靠前指挥，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频道不换、焦点不散、力度不减，主要领导

要亲自上手、一抓到底，把责任的链条拉得更紧、压得更实。关爱基层要更暖心。

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持续落实“五比五不比”“五转五带头”，更好为基层减负

增能，让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们能够心无旁骛打好最后一仗，注重脱贫攻坚一线

干部的使用，关心爱护基层一线扶贫干部，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血流汗

牺牲者流芳。氛围营造要更有力。用心用情讲好脱贫故事，积极选树先进典型，

深入挖掘好做法好经验，着力打造品牌，进一步汇聚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合力。

越过层层峰峦的攀登者，只要咬紧牙关再进一步，就能够领略壮丽的日出和

翻涌的云海。在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阶段，铆足“三股劲”、比出精气神，以“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践行初心使命，我们定能夺取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创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业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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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林）伴随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郑州持续发
力，着重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8月 28日，郑州市二七区与国内
一知名物业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率先在全市吃下“第一口螃蟹”，探索

“城市空间整合服务”。这是郑州城
市管理渐入“深水区”的实证。

什么是“城市空间整合服务”？
“一个居民小区可以聘请一家物

业企业当‘管家’,一座城市的一个城
区也可以借鉴市场化的方式，将包括
市容环境管理、绿地养护、市政设施
维护等整体‘打包’，聘请专业化企业
通盘管理。”二七区区长苏建设说，二
七区率先在全省探索全新的管理服
务模式建设“物业城市”，以此为“抓
手”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据介绍，通过这次“城市空间整
合服务”，二七区的城市管理、市政养
护、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公共资源
管理等均将进行一体化统筹运营，实
施“管家式”管理，最终实现提升城市
空间管理效率的目标。

“‘城市空间整合服务’的尝试在
河南尚属首次。”签约物业企业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已有雄安新区、厦
门鼓浪屿等 7地开展了“城市空间整
合服务”，实现了更大规模、更广区域、
更精细化的“城市物业”管理。

据悉，此次“城市空间整合服务”
合作，二七区先拿出“试验田”：以郑
州凤湖智能新区及马寨产业集聚区
为试点起步区。该区域规划面积约
18平方公里，是以现代食品和高端装
备制造、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为主导
产业的省级产业集聚区，是二七区高
标准谋划推进的“六个核心板块”之
一。未来，将把试点区的经验，辐射
至二七商圈等核心片区，最终覆盖整
个二七区。③9

郑州探索“城市空间整合服务”

请物业公司当城市“管家”

编者按

□丁新科

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眼下，全省

学校正紧张筹备秋季

开学。郑州新增“郑

好办”线上报名渠道，

小学报名现场“静悄

悄”，郑州大学首批1.6

万名学生顺利返校……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安全平稳开学，是使命，更是

沉甸甸的责任。

秋季是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多

发季，学校又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

所，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难以估量

的影响。开学之前事事有备，防范

到位，可呵护数千万师生健康安全，

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确保正常教学秩序，须有“三

备”。一是备戒，树立风险意识、底

线思维，时刻保持疫情防控这根弦

不放松。二是备常，及时掌握师生

健康信息，备足防控物资，宁可备而

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三是备细，各

个年龄段学生特点迥异，要根据身

心发育特点分类施策。特殊之年，

教学防疫“内外兼备”，才能备预不

虞，书声琅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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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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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好“三无”小区改造“方程式”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

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加

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本报即日起刊发“基层治理新实践微

调研”系列报道，通过对城乡社区的实地探访，从一个个侧面来展现我省

坚持党建引领，破解治理难题，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生动实践。③6

基层治理新新 实践微调研①

一个居民小区可以聘请一
家物业企业当‘管家’,一
座城市的一个城区也可以
借鉴市场化的方式，聘请
专业化企业通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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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图① 8月 30日，在永城市演集镇
韩寨村的知行读书会书屋，家长利用周
末陪伴孩子看书，通过亲子共读从小培
养孩子的阅读习惯。⑨6 孙海峰 摄

图②③ 8月 30日，郑州市经开区
启明广场城市书吧，读者在阅读图书、
丰富自我。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②② ③③

行走中原看秋管

红薯：口粮“老兵”电商“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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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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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秋粮家族”的传统成员，红薯的命运堪称“坎坷”。如今，

搭上电子商务的快车，红薯正成为全国各地消费者餐桌上的“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