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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二七 强化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 ●● ●●

“三个二七”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区域发展是城市进步的重要组成。

郑州市二七区突出“中优、西美”功

能定位，围绕“品质二七”“田园二七”

“温暖二七”的发展路径，聚焦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的奋斗目标，一

路奋进，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沉甸甸的数字，是奋进历程的写照：

2020年，二七区预计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770亿元，是 2015年的 1.6倍；

五年来，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约 90800元，是 2015

年的 1.5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 1600 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

1.09倍，实现年均增长 1.6%。五年内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到

2375亿元，年均增速达到4.1%。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6938.7元，

年均增长 7.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7592元，年均增长 7.4%。全区综合

实力全面提升，屡获“百强区”殊荣。

目前，郑州市正在全力以赴建设具

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鲜

明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深处这样的城

市大跨步发展浪潮中，二七区紧抓机

遇，以弄潮儿的身姿奋力赶先——以

“品质二七”统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

城市提质，以“田园二七”统揽美丽生

态、美丽经济、美丽街区、美丽乡村建

设，以“温暖二七”统揽帮扶救助、美好

教育、医疗保障等民生事业，二七区创

新思路、科学发展、谋定前行！

2016年以来，二七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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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建
设和公益慈善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辖区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构建民生保障链。先后吸纳 800余家公共
单位和非公企业党组织，构建了“党建聚民、机制
利民、服务便民、资源益民、品牌惠民”的民生保
障链。荣获中国慈善年度推动者、公益项目奖等
多项荣誉，四次在全国进行经验交流。

打造“美好教育”。在二七，“中午有热餐，课
后有延时”的“官方带娃”模式已成为新常态。多
年来，二七区树牢“对教育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对
教育多大的投入都值得”的理念，2016年以来，投
入26.3亿元，新增中小学、幼儿园57所，增加优质
学位 5.8万个，中小学午餐供餐、课后延时服务、
校园周边安全区等工作成效显现。

全面实施“名校托管、一校多区”集团化办学
模式，以每年10%递增的速度加大集团化办学规
模，形成了2中、4中、57中、汝河路小学、实验幼
儿园等14个名校教育集团，被评为全国首批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县区。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017年来，建设城乡道
路127条、新建公共停车泊位24546个，打造了全
省第一条“智慧停车示范街”；芦河变电站、侯寨
水厂等功能设施基本建成，郑州垃圾处理厂封停
工作有效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

搭建“四大平台”。二七区通过搭建党群服
务引领、公众参与联动、社会组织发展、公益慈善
网络等“四大平台”，突出“全民参与 共建共享”的
理念，建立“温暖二七”群众需求库，把群众的需
求落实为一个个具体能抓住的慈善项目。

实施以关爱老、少、残疾、低保等11类困难群体
为重点的八大民生服务专项行动，兼顾慈善服务对
象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实现二七区各类群体全覆盖。

先后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
等养老服务设施65个、2.7万平方米，建成市级老
年中央配餐中心1个（市级助餐示范点2个）、社
区小厨房52个、老年餐桌470余张，拓展社区慈
善驿站站点306个，设立社区综合养老、“初心圆
梦”阳光助学、困难群众大病救助等专项慈善基
金16项，开展志愿活动1067场次、参与15696人
次，帮扶就业2.1万人，受益群众达31.5万人。

在全省率先尝试“互联网+社区慈善”救助模
式，打造便捷、透明、高效慈善；创新开展“温暖二
七”全民参与“公益+”行动，参与社区公益项目需
求申报的群众达 10万余人次；打造社区慈善驿
站，采取“运营中心+驿站试点”运作模式，共帮扶
救助困难群众 2.8 万余人，消费实时捐赠额达
5.17万元，累计发放救助代金券180余万元……

二七区先后荣获“中国慈善年度推动者”“改
革开放40周年中国慈善事业政策推动者”“2019
年度最佳公益项目创意奖”等多项“国字号”荣
誉，四次在全国慈善工作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

在“二七精神”的激励鼓舞下，全区坚持以德
治区的发展理念，也是郑州市唯一获评的“中国
爱心城区”。通过“温暖二七”正能量的感召作
用，一大批感动人物和先进事迹不断涌现，先后
荣获“感动中国”“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
等荣誉称号，“温暖”逐步成为辖区新风尚，善言、
善行、善心蔚然成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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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我们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心一意谋发
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奋力推动‘三个二七’在新
时代绽放新光彩！”二七区委书记陈红民说。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郭佳星

2020年冬日的郑州，仍是阳光明媚。
走在二七区德化商业步行街，穿梭不息的
人流，显示出生机勃勃的繁华气息。

全区每一个地块都有产业项目，每个
项目都有品牌有品质，产业发展是区域经
济的发动机，二七区选择产业“品质化”的
发展道路。

以项目带动强投资。二七区实施项
目建设奋力推进年、全力攻坚年、全面决
胜年行动，运作重大项目 510 个、完成投
资 1940 亿元，引进龙头产业项目 96 个、
签约额 2840亿元，建业足球小镇、二七华
侨城等“出彩”项目实现当年引进、当年
开工。

以优化结构促转型。聚焦“四大主导
产业”，做优“四大产业园区”，二七特色商
业区晋级省五星级服务业两区，马寨产业
集聚区连续两年被评为省二星级产业集
聚区，二七新区连年进入全市“两强”组团
新区，樱桃沟景区获评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以万科医疗养老
产业园、中欧健康产业城等为代表的康养
经济，以建业足球小镇、二七华侨城为代
表的文旅经济，以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
区、瑞光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文创经济，
以郑投科技创新园、中物数字产业园为代

表的智能经济，以致欧跨境电商、中部电
商港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经济，逐步成为新
的增长引擎。

以产城融合强支撑。二七商圈板块
聚焦“郑州人的精神家园、河南省的消费
中心、全国城市复兴的典范”，提炼出“坚
定信仰、忠诚为民、敢于斗争、勇于担当”
的二七精神时代新内涵，高质量编制“1+
6”规划体系，地下隧道项目全面开工，资
产整合、业态升级、街区形态风貌提升等
工作初见成效，舆情引导机制受到市委主
要领导肯定，德化步行街入选第二批全国
步行街改造升级试点。

凤湖智能新区板块实现城乡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全覆盖，中原数字经济科
创园、联东 U谷科技总部港、深国际北方
区域总部智慧港等智能制造、科技服务和
新基建项目落地开工，中原数字经济科创
园等智能制造、科技服务和新基建项目落
地开工，构成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康养产
业板块、华侨城文旅板块、总部经济板块、
足球小镇板块按照“一年起步、三年初具
雏形、五年基本成型”的时间表统筹推进，
加快构建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化的现代
城市结构。

以建管并重提品质。坚持政府主导

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建成区达到 63.78 平
方公里，五年间增加近一倍；建设安置房
1279 万㎡，回迁 908 万㎡，惠及 12 万群
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建、改建市政
道路 159条、农村公路 25条，新增道路通
车里程 43.3 公里，新建公厕 180 座、提升
改造公厕 119座、新建环卫中转站 14座、
提升改造环卫中转站11座，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 45.2593万户，打造了“优秀”“红旗”
路段 255条，建成全省第一条智慧停车示
范街。芦河变电站、侯寨水厂等功能设施
基本完工，郑州垃圾处理厂封停工作有效
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纵深推进。“一
环十横十纵”一期工程京广路、嵩山路、航
海路 3条道路以及 17条区管道路全部改
造完成；159个老旧小区通过综合改造焕
然一新；打造了凤湖智能新区等 4个美丽
片区，以及袁河新村、石榴沟等6个美丽乡
村；探索“物业城市”，对全域948万㎡市政
道路进行专业化管理；道路改造“六个坚
持”、“三路一园”美丽街区、申河“西美”片
区等经验模式在全市交流推广，“一领四
单、五联共治”模式获评全国创新社会治
理优秀案例，全市社区治理现场会、红色
物业观摩会在二七召开。

田园二七 坚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温暖二七

打造有温度的城市空间

每逢周末，二七区樱桃沟便人头攒
动、热闹异常，郑州人早已习惯将这里当
作休闲娱乐的城市“后花园”。“即便到了
冬季，樱桃沟仍然多姿多彩，空气新鲜，田
园风情令人着迷。”市民韩先生与家人在
此流连忘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除了樱桃沟，二七区还在高品质推进

凤湖生态休闲区、海利根国际生态文化城
等生态项目，建业足球小镇、华侨城等一
大批重大文旅产业项目争相抢滩，万亩森
林公园、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50公里
林业绿道，令“田园二七”入选首批“美丽
中国优秀案例”。

为了实现蓝天、碧水、净土，二七区率
先在全市探索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
双统筹“八轮驱动”，为全国环境治理提供
了 郑 州 理 念 、二 七 方 案 ，全 区 PM10、
PM2.5 等污染指标持续下降。全面落实
河长制，认真开展“三污一净”专项行动，
尖岗水库被生态环境部推选为首批“最美

水站”。连续五年荣获全市污染防治攻坚
优秀单位。

高品质谋划推进近 400 万平方米的
金水河生态修复工程、总长度 6.7 公里的
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等 110 个美丽生
态项目，累计投资 105 亿元，新增绿化面
积 2067 万平方米，“田园二七”荣获美丽
中国建设优秀案例。

走在二七区淮南街南三环口、郑飞小
区西门等几个地方可以看到，微公园景观
让人赏心悦目，不仅有美丽简约的花花草
草，还有景观石加以点缀。在南三环淮南
街口处，微景观“吞云吐雾”，在树木衬托
下，别有一番意境。据统计，“十三五”以
来，二七区新建微公园小游园达到114个。

同时二七区深化挖潜，见缝插绿、拆
墙透绿、拆违建绿、退围让绿，因地制宜开
展微小公园、口袋公园建设，新增绿化覆
盖面积约 2569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到41.36%。

该区重点打造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全

面构筑绿化景观节点和景观视觉长廊。
其中，京沙快速路南延生态廊道项目以

“跳动的绿脉”的设计理念，因地制宜、平
地起坡，通过疏林岛式、生态廊道及台地
空间三大策略来打造“都市绿脉、生态走
廊”。另外，高标准推进铁路沿线绿化、南
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过境干线公路
沿线绿化、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整
治绿化以及造林绿化、林业绿道等工作。

实行分类治理餐饮油烟 南水北调干渠两岸新旧城区相继崛起

二七区开启“集中分类+定时定点”垃圾
分类新模式

“三路一园”项目成效显著

城乡接合部改造让陈顶村有了不一样的风情

美丽乡村七彩小镇美丽乡村七彩小镇

万科医疗养老产业园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