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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打造美好二七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郭佳星

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克难攻坚、埋头

苦干、创新发展，对标“四个一流”，

结合“中优”及“西美”要求，郑州市

二七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

化，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提

升城市品质，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该区在追求发展规模的同时，

不仅扮美城区面貌，更注重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让城区变得有温度、有

气质、有灵魂，让广大群众由衷地产

生自豪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高质量建设“美好教育” 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我女儿在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上四年级。对
于这个年纪的女孩需要灌输一些安全知识，正为此发
愁，没想到一开学，学校就组织走进二七区人民检察院
了解校园欺凌，学习自我保护等知识。”家长冯女士对
二七区开展的“美好教育”点赞。

观念决定行动。美好生活要从美好教育开始。
二七区在现有义务教育阶段 109所学校近 15万

在校师生中广泛开展“美好教育”，坚持德育为本，发挥
好学校的主渠道作用，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创新的思
维、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审美和劳动的习惯，并加强全
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为学生
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宣传科学教育理念和成长
规律，引导家长树立以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评价孩子
的观念。

近年来，二七区积极探索推进“建、办、培”和“建、
收、转”三位一体的新校和公办园建设模式，多途径、高
起点加快推进中小学、幼儿园建设。三年来共投入
26.48亿元，新建27所中小学，新增公办幼儿园23所，
新增优质学位 4.32万多个。特别是近两年的学校建
设速度明显加快，2019年投入使用12所，2020年新增
中小学、幼儿园14所，创造了学校建设的二七速度。

积极探索“名校+弱校”“名校+新校”“名校+民
校”集团化办学模式，逐步形成“新校办一所成一所，薄
弱校改一所强一所，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倍增，教育品质
整体提升，辖区群众普遍认同”的多赢态势。

从 2019 年开始，二七区不断加大集团化办学力
度，对所有建成投入使用的优质学校，全部实施集团化
管理，目前已有27所中小学形成11个名校教育集团，
16所幼儿园形成 3个名园教育集团，实现了优质教育
资源的跨片区、跨校区链接，集团化办学的多赢态势，
在二七日渐盛行。2020年，又先后组建了“郑州市第
五十七中学教育集团”“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教育集
团”“郑州市第二初级中学教育集团”，“郑州市第八十
二中学教育集团”采取“名校+新校+民校”的组团模

式，拓展了集团化办学辐射面，放大了优质品牌学校的
辐射效应。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二七区尤其重视对“美好教师”的培养。2019
年首次面向教育部直属 6所师范高校，引进高层次教
育人才 56名，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 328名、在职教师
63名；2020年赴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及“双一流”高
校招聘教师 200名，面向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开招聘教
师 270名，面向社会招聘在职教师 60名，全区师资队
伍结构得到全面优化。

同时，建立完善“点、线、面”教师培养模式，全面提
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近两年，共培养国家、省、市名
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264名，24名教师在全国、
全省优质课比赛中斩获佳绩；300余名教师在市级以
上教育教学评比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4位教师荣获
省、市级优秀班主任称号，57名教师成功入围郑州市

“千人教育名家”培育工程，名优教师队伍迅速壮大。
健全城乡优秀教师双向交流机制，按照“自愿、公

平、公正”的原则，自2019年起，每年选派30名城区优
秀教师到农村学校历练，既为年轻优秀教师的成长搭建
了平台，又有力促进了农村教育的振兴。以全市调整理
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充分发挥优质初中传帮带
动、辐射引领作用，引领带动区属学校快速发展。通过
城乡教师交流、领导干部轮岗、跟岗研修等多种方式，实
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全面提升了师资队伍
整体水平，有效促进了区域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据悉，《二七区建设“美好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二七区将通
过实施“美好教育”四大行动十二个项目，到 2022年，
形成“布局更优化、资源更均衡、育人更全面、服务更温
暖”的良好发展局面，高质量打造区域优质教育中心，
把二七区建设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
响力的“美好教育”实践区。

构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陇海大院、胡佩兰等一大批感动人物先后涌现，马
昕、方秀云2个家庭入选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善言、善
行、善心在二七蔚然成风，二七区被誉为“温暖之城”“全
国道德高地”，树立了开放包容、崇德尚贤、文明和谐的
区域对外形象。这样的二七，社会风气健康、积极向上，
社会情绪理性包容，相互关爱、有人情味。

“政府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群众最迫切、最急需、
最关心的生活需求，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和满足。在
这里，群众生活有尊严，百姓心中很温暖。”二七区市民
王新亮说。

民生幸福，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近年来，
郑州市二七区党政举纲、高屋建瓴，以推进慈善为抓手，
自觉树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温暖
二七”为理念目标，“五社联动”机制为载体，积极推动打
造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二七区创新开展
“温暖二七”建设 ，从党委、政府层面成立组织、搭建“四
大平台”、实施“八大行动”、开展“三年行动计划”，实体
化运作，办成了一大批顺民意、暖民心、惠民生的实事好
事，切实让改革发展的成果全民共享。

值得关注的是，二七区还在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拓
宽精准帮扶的新视野。

借助“互联网+”手段，打造“精准帮扶”。在全省
率先尝试“互联网+社区慈善”救助模式，与民政部指
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公益宝合作，在全
省首次尝试“互联网+社区慈善”的互助模式，打造便
捷、透明、高效慈善。在前不久结束的“99公益日”活
动当中，二七区动员辖区党员干部、爱心企业、辖区居
民、志愿者 2 万余人，3 天时间筹集善款 7438562.46
元，在郑州地区慈善会排名第一，全省县区级慈善会
排名第六。

以社区（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建立一个集“居民
线上沟通、社区公益项目开展、群众个人求助、微心愿即
时发布、公益活动开展、慈善基金募集、爱心商城义卖”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线上公益社区，以全新的互动参与模
式打通群众参与公益慈善的“最后一公里”。

建立立体可视化的“温暖二七”救助大数据系统，有
效整合民政、残联、工会、妇联、人社等 11个部门信息，
全面掌握全区 175个社区（村）低保、优抚、老人、残疾、
困难妇女、困难职工等 11类 16000余名困难群体的救
助信息，实施在线定向帮扶，实现慈善募捐和慈善救助
一体化和公开透明。

创新“五社联动”模式，实现“全民参与”。
自2017年起，二七区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政府

搭台、多元参与，创新开展“温暖二七”全民参与“公益+”
行动。群众不只是公益项目的受益者，还是“需求点单”
的主导者，参与社区公益项目需求申报的群众达 10万
余人次。在全区各社区形成了一批群众有需求，执行有
成效的优质项目，积极探索“社区居（村）委会、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社区资源、社区帮扶项目”五社联动工
作模式。

推动淮河路街道和红花寺社区等相继成立救助基
金，选取社区居民代表共同监督，反哺社区治理和建设，
带动更多的慈善资源和社会服务下沉社区，不断为项目
输送“血液”。社区联合43家社会组织开展了社区帮扶
项目 76个，解决城乡协商问题 1846个，开展活动 1067
场次，志愿者参与 15696人次，服务达 12万人次，解决
小区车辆乱停乱放、社区楼院美化、社区自治管理等问
题300多件。

探索“慈善驿站”建设，实施“双轮驱动”。
2019年，二七区积极探索解决“慈善超市”现有政

策投入扶持乏力的困境，全新启动“温暖二七”社区慈善
驿站试点建设工作，作为传统慈善超市的“升级版”，自
2019年 7月运营中心启动以来，采取“运营中心+驿站
试点”运作模式，在全区共开拓社区站点306个，在经营
中赋予了传统“慈善超市”造血能力和服务功能，有效弥
补了传统慈善超市在现阶段消费人群中参与度不高、覆
盖面不广的短板。

在线上，结合“互联网+市场运行”新形式，最大化发
挥资源整合优势，赋予慈善驿站自我输血造血功能，积
极探索“抱团取暖”的“造血式”慈善新模式。在线下，在
保证原有“慈善超市”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体现基层社区
特色，发挥基层社区优势，通过设立困难群众就业帮扶
点、慈善救助申请点、便民服务爱心点、慈善文化宣传点
四大功能站点，打造以社区或村（居）为单位探索的集便
民服务、物资交流、政企互助、困难帮扶、志愿服务等功
能为一体的基层慈善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了“一个平台，
多方参与”的良好格局。通过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先后
开展了困境青少年暑期夏令营、爱心蔬菜派送、“心”青
年就业体验日、环卫工人爱心午餐等各类帮扶救助活动
50余场次，在社区邻里之间营造了“人人可慈善”的温暖
互助氛围。

运行以来，二七区慈善驿站在全区共帮扶救助困难
群众1.6万余人，通过电子券、会员折扣券、慈善慰问、慈
善救助、微心愿等方式，线上和线下共为社区近 3万户
居民开展慈善服务。

“以人民为中心”

2020年是郑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决战决胜之
年。二七区以四连冠为目标，形成全域创建、全民创建、全
面创建的生动局面。

全域创建，城区环境美起来。
9月15日，走在郑州二七区政通路上，整洁的街道、成

排的绿树、雅致的街心游园，处处让人感到清新舒爽。据
介绍，二七区在创建过程中，聚焦“中优”“西美”的功能定
位，围绕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以“三
项工程一项管理”推进城市品质提升。以美丽街区打造、

“千百十”道路升级达标、红旗办事处创建和道路中修等工
作为抓手，全面加强城区环境秩序管理，针对问题对应制
定了“通、平、净、静、齐、亮”六大对策，高标准打造美丽街
区。

整治各类不规范围挡100余处，近2.4万平方米，对
全区窨井和60余条道路的雨污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整
治，严厉整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积极推进公共停车场的
落地建成，截至目前，已施划完成夜间限时停车泊位1033
个、新建成公共停车泊位4939个。

为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好“无主管楼
院”问题，二七区创新开展“服务社区、我当先锋”活动，辖
区59个区直机关党组织与13个街道党工委、122个社区
党组织、725个无主管楼院进行联建结对，成立临时党组
织340个，选派680名优秀党员干部，直接对725个无主
管楼院进行分包。通过建立无主管楼院（片区）临时党组
织、选派干部直接包院、坚持周四“蹲点”服务、工作开展日
志纪实、选优评差督查考核等举措，实现了服务社区、服务
楼院、服务群众的不间断和闭环式管理长效化。

全民创建，引领文明新风尚。
二七区充分运用电子显示屏、道路墙体、立体景观、建

筑围挡、户外广告、宣传栏等深化宣传动员，制作设置户外
公益广告30万余平方米；打造39个公益广告主题公园、
广场、社区、街道，营造强劲舆论宣传声势。通过入户宣传
动员，向居民发放《致全区人民的一封信》和水杯、纸巾、雨

伞、手提袋、香皂盒、扇子等创文宣传品10万余份，建立起
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格局。

作为全国唯一获得“爱心城区”荣誉的城区，二七区持
续开展文明市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评选推荐
工作，运用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巡讲形式宣传时代楷模
和凡人善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扩大道德模范的
影响力。2020年在全省疫情防控中的“身边好人”评选活
动中，郑州市入选10人，其中5人来自二七区；同时，辖区
五里堡街道办事处王立砦社区居民井长安入选全国疫情
防控最美志愿者，这是继2016年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康桥
华城社区被授予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荣誉称号后的
又一殊荣。二七区在四年期间两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

依托全区17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199
个学雷锋“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以志愿服务为活动主要
形式，组织辖区各级文明单位、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
者入驻社区，围绕全国文明城市知识宣传、“我们的节日”、
文明素养提升等，通过线上开通“空中课堂”、线下举办“实
践交流”，定期开展《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七进、“三
公一租”文明交通、文明用餐“一二三”、常态化疫情防控

“一二二”、垃圾分类、清洁家园等文明实践宣传活动。
全面创建，责任落实常态化。
今年以来，在全区先后印发《二七区2020年深化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资料，把全国文明
城市的体系标准转化为业务标准、融入各项工作中，做到
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高
效落实。

建立完善科学运行机制。如区委书记、区长坚持每周
带队深入一线，现场指导、督办解决问题；人大、政协积极
发挥自身作用，投身到创建工作中，做好宣传员、监督员和
志愿者，并以办事处为区域、以行业分类，条块结合，组织
各牵头单位、各镇（街道）分类打造示范样本点，挂图作战，
建立问题台账，全面落实创建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全域全民全面”创建 塑造文明城区新形象

文明志愿者引导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掷

“美好教育”让辖区孩子受益

社会组织积极投身“温暖二七”公益项目

志愿者走进工地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99公益日”活动

辖区志愿者到公共单位开展“99公
益日”宣传

辖区文艺队伍开展公益演出

二七区加快推进中小学、幼儿园建设 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学校让学生在家门口接受良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