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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品质二七”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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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初心”高质量发展
谱华章续写“三个二七”

——郑州市二七区奋力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提质进位中出重彩、成高峰

9月 5日,民政部召开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温暖二七”
精准扶贫项目荣获第十一届“中华慈
善奖”慈善项目奖。荣誉的背后的是
二七区深入民心、深度关怀，助燃城
市热情的坚持不懈。

顾好“一老”，育好“一小”，把生
活的“底座”建扎实，让城市人投入城
市建设没有后顾之后。

为照顾好“一老”，二七区建成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 101
处 6万平方米，高标准打造了大学路
街道颐养安居中心、福华颐养院等示
范标杆，打通了群众健康养老的“最
后一公里”；深入开展助餐、助乐、助
医、助洁、助购、助急等服务项目，针
对群众最关心的就餐问题，打造中央
配餐中心 2个，社区小厨房 52个，有
效解决了居家养老的现实需求。

为教育好“一小”，二七区五年来
投入资金26亿元，新投用中小学、幼
儿园 64所，增加优质学位 5.9 万个，
是 2015年前的两倍。深化“名校托
管、一校多区”，打造了 19个教育发
展共同体；中小学午餐供应、课后延
时服务等“官方带娃”服务一应俱全，
区域优质教育中心已具雏形，荣获全
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
区称号。

民生无小事。二七区深入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将财
政支出70%投向民生领域：

群众生活的“硬件”更硬。从“住
有所居”走向“安居宜居”，百姓生活
更安心。新型城镇化工作累计开工
安置房 1283 万平方米，回迁 925 万
平方米，惠及群众 12万人。投资约
88 亿元新建续建改建道路 149 条，
望桥路、椰风路等 40条市政道路建
成投用，通车里程48.3公里。特别是

乡镇道路修通后，从“晴天一身灰，雨
天两脚泥”到如今的“出门硬化路，坎
坷变坦途”，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芦
河变电站、侯寨水厂等功能设施逐步
完善，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连续四年荣获全市新型城镇化先进
单位。

百姓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立足
弘扬“二七精神”，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推动“二七精神”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
公共场所，得到了省委市委及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深入推进文明城区
常态长效建设，新建文明实践站所、
基层图书馆、体育场所等 377个，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 3.5万余场、服务时
长 1190余万小时，涌现出全国省市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230余人次，蝉
联两届全省文明城区。

同时，致力于打造“温暖二七”，实
施“民生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以
关爱老、少、妇、困难和特殊群体为重
点的“八大行动”，受益群众42.8万人，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成
果显著，先后获得中华慈善大奖、全国
最佳公益项目创意奖等荣誉。

继往开来，新征程又有新的奋进
目标。

“聚焦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
新城区，锚定‘中优典范、西美示范’城
市功能，深耕‘品质二七、田园二七、温
暖二七’，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改革创新引领区、中优功能核心
区、西美风貌展示区、美好生活样板
区、社会治理先行区，推动各项事业发
展和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奋力在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提质进位中出重彩、
成高峰。”二七区委书记陈红民代表二
七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守住初心，再铸辉煌！

以时间为经度，用奋进作维度，坐标图上每一个交织点，都刻录着郑州
“二七人”始终如一、坚持发展的足迹。

位于郑州市的西南，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的新城区正在不断自
我刷新，她蓬勃发展的气势与姿态已然成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浓墨
重彩的聚焦点。

9月8日，郑州市二七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大幕拉开，这是区域发展五年
来的重大节点与重要总结时刻。

立足“中优典范、西美示范”，打造“品质二七、田园二七、温暖二七”，统筹
四大片区融合发展，加快“六核协同”，形成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的实践体系，
蹚出一条有活力、有秩序、有品质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五年，二七区民生
福祉实现大提升，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2020年，二七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60亿元，是2015年的1.64倍；“城在

林中、林在城中”生态体系中绿网密织，“田园二七”叫响全国，成为现象级案例；
新近捧回的“中华慈善奖”，余温犹在，如同镜面折射出二七区的温情与暖意。

在二七区，有一种精神的洪流，始终在人们的心田流淌。
获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的“一领四单、五联共治”，和“党

建+双改”“服务社区、我当先锋”“红色物业”“联盟党建”等特色品牌，都在
深度滋养党员群众的“鱼水情义”。

面对今年汛情与疫情叠加来袭的特殊考验，二七区凸显出发展的韧性
与实力，迅速组织社会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最大力，投入抗汛抗疫与
恢复重建。

如今，步入二七，繁华更胜！
刚刚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为全省发展树立起新的风向标，围绕全省“大

而优、大而新、大而强”的定位要求，二七区初心不改，再赴高质量发展征程！

9月7日，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的韩
风，通过提前预约来到二七区政务服
务大厅。“虽然经历了汛情疫情，但能
深切体会到二七区恢复秩序与活力的
脚步越来越快。”拿着刚领到的执照，
韩风面对未来满怀信心。

坚持追求“品质”，把高质量发展
的主题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通过蓄能积力，2021 年上半
年，二七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指标，增速均达
两位数以上，连续五年全市综合考核
排名前列，全区呈现出地位提升、优
势扩大、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

发展，需要牵住产业项目的“牛
鼻子”。

以“二七”为原点，打造复兴典
范。郑州市提出将二七商圈打造成
为“郑州人的精神家园、河南省的消
费中心、全国城市复兴典范”，二七区
迅速统筹推进 7 大类 48 项重点工
作，各个重量级项目遍地开花：德化
步行街入选第二批全国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二七广场下穿隧道等重大
项目全面启动，“千秋二七”陈列展成
为全市红色教育品牌，二七纪念馆入
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深入实施项目建设“奋力推进、
全力攻坚、全面决胜”主题行动，引进
龙头产业项目 96个、签约额 2840亿
元，获评全省对外开放先进单位；运
作 770 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600
亿元，二七华侨城、建业足球小镇等
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万科医
疗养老产业园、中欧健康产业城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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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产
业园，以致欧跨境电商、中部电商港
为代表的电子商务，逐步成为新的增
长引擎。

三个亮点，让二七区品质化发展
“后劲儿”十足。

空间布局。目前二七区建成区
面积达到 68.45平方公里，五年间增
加近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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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批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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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产业板块、凤湖智能新区板块、华
侨城文旅板块、总部经济板块、足球
小镇板块等六个核心板块加快建设；
二七万达城市消费次中心、航海路嵩
山路特色街区、樱桃沟生态文旅组
团、美丽乡村精品村组团等一批亮点
特色片区蓬勃发展，形成了“四区联
动、六核协同、多点支撑”的高质量发
展空间布局。

营商环境。二七区坚持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推进政务服务改革，
1161个事项全部实现“一网通办、一
次办成”，年均服务企业和群众超100
万人次；市场主体达到 14.7万户，是
2015年的 4.6倍，三次代表郑州迎接
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调研督导。

人才战略。该区实施创新型企
业、人才、平台、机构“四个一批”培育
计划，初步构建形成了引育用留的人
才政策体系，航海科创基地、U创港
等成为创新创业示范平台。抢抓专
项债权政策机遇，申报政府专项债额
度超 100亿元，成功发行近 70亿元，
市内六区排名第一。获批全国建制
县区化债试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
程试点县区。

白露刚过，郑州樱桃沟内仍是郁
郁葱葱的密林与悠悠微风，令人流连
忘返。在繁华都市里享受田园的清
雅与闲情，郑州人“打卡”二七区，便
可轻松获得。

6000亩自然生态水域、10万亩
生态涵养林、沟壑纵横的独特丘陵地
貌……二七区西南部林深叶茂、水系
交织，是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行
走城区，花木掩映、生机盎然的生态
游园已融入市民的生活圈。

二七区坚持生态优先，全面融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以品质理念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
城市，以自然和谐、风貌靓丽、三生一
体的“田园二七”绘就绿水青山生态
画卷。

现代都市的“模样”应该是怎样
的？二七区给出一个能够嗅到芳草
与绿树味道的答案。

30 个重大生态项目上马，西南
部城区森林面积达 4260万平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39%，“森林生态氧吧”
功效凸显；遵循“300米见绿、500米
见园”的绿地均衡性原则，老城区高
标准建设城市公园游园，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 41.76%。“城在林中、林在
城中”已经不再是梦想。二七区连续
三年荣获全市生态建设优秀集体称
号，“田园二七”荣获美丽中国建设优
秀案例。

统筹做好水生态保护、水环境
治理，“四河两库一渠”水环境保护
更加有效，尖岗水库被推选为全国
首批“最美水站”。坚持“铁腕治
污”，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统

筹，创新“1369”污染防治工作模式，
全区 PM2.5、PM10 等指标持续下
降，为全国环境治理提供了郑州理
念、二七方案，连续六年被评为全市
大气污染防治优秀单位，荣获全市
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集体
三等功。

深入城市的中心，走进居民小
区，绿色仍是不变的主题。

以绿云小区为例，在改造过程
中，利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
创新实施“一领四单”工作新模式，两
年时间内，从之前的脏乱差华丽转
身，游园绿地载歌载舞，辖区内所有
楼院灯明、路畅、景美，到处是欢声笑
语演奏的幸福生活乐章，成为社区治
理的典范。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二七区
突出以人为本，统筹硬件改造与社会
治理，突出“一拆五改三增加”“路院
同治”“红色物业”等效应初显。目
前，全区 295个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拍手称赞。探索
出的“一领四单、五联共治”基层治理
模式，获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
案例。

在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过程
中，二七区创新“一个目标、三项机
制、六项治理、六个美丽、六个专
案 ”的“13666”举 措 ，带 动 公 共 服
务、治理水平、产业发展、群众收入
等全面提升，让群众感受到家门口
的诗意田园。申河美丽乡村等成
为全市样板工程，樱桃沟社区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密织绿网优先生态发展

“田园二七”让都市拥有诗和远方

融化钢筋水泥城市的冷漠

“温暖二七”让爱在你我间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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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中华慈善奖 学校午餐和课后延时等“官方
带娃”做法赢得好评

“品质二七”实力强劲 “温暖二七”深入人心

“田园二七”风貌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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