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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近
日，记者从管城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
全体（扩大）会议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上
获悉，管城区将加快 220个重大项目的建
设进度，确保年度投资额超过 610 亿元，
切实推进 19 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谱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过去一年，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环
保压力、去产能力度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
管城区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380亿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6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8%和 7.8%，各项经济指标均
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势头。经济形态由生
产型向服务消费型加速转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持续提升，被评为“全市产业发展
工作优秀单位”。

围绕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管城区
经过反复调研和多方讨论，形成了“一四
四”发展体系。以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为
统揽的全域城镇化总目标，坚持文化立
区、产业兴区、基础强区、生态靓区的“四
条战略路径”，建设商都文化核心区、高端
商贸创新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民族团

结模范区等“四大功能区”。聚焦中心城
区、金岱园区和南部片区“三大战场”，全
力加快推进 220 个重点项目及 37 个重大
精品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资金到位率、
项目开工率实现新突破。紧盯主导产业
链上的世界 500强和国内领先企业，力争
全年新签约 10亿元以上项目 5个，亿元以
上项目 10 个，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不低
于 260亿元，新开工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
150亿元。确保完成 12个片区、13条精品
街、235 个楼院、67 条道路、6 个市场的亮
化提升，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位、高品质

的精品城区。
新时代新气象，勇担当敢作为。管城

区大力实施产业优化升级行动、项目提质
增效行动、城市品质提升行动、生态文明
攻坚行动、民生事业改善行动、和谐社会
建设行动等“六大行动”。全面提速安置
房开工建设进度，确保年底 5个项目实现
回迁。加快推进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区
级中心敬老院建设等 19家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10月底前完工并投入使用，力
争 2020 年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全
覆盖。

明确“四条路径”聚焦“三大战场”

管城区点燃创新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魏瑜璇 张
新明）记者从巩义市商务局获悉，2018 年
巩义市外贸进出口创历史新高，全年进出
口 总 额 达 70785 万 美 元（折 合 人 民 币
466591万元），首次突破 7亿美元，同比增
长 34.39%；其中出口完成 68566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452091 万元），同比增长
41.96%。

过去的一年，巩义市积极应对中美经
贸摩擦，持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适时调整
国际出口市场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
入开拓国际出口替代市场，外贸形势持续
向好发展。

持续壮大外贸企业队伍。充分挖掘巩
义工业企业基数大、数量多、企业家队伍创
新能力强等优势，进一步优化外贸经营资
格备案服务，积极推进实施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和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一次办妥”，并积极开展外贸实务培
训，帮助企业做好外贸“第一单”。2018年
有实际出口业绩企业超 100家，为全市对
外贸易注入强劲动力。

积极组织企业参展参会。以国内外
权威展会为平台，重点组织企业参加广
交 会、高 交 会、亚 欧 博 览 会、东 盟 博 览
会、中国国际铝工业展、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等系列市场拓展活动，帮助企
业抢抓订单、拓展市场。据不完全统计，
全年共组织 47 家次企业积极参会，累计
接待客商 350 余人次。2018 年全市外贸
进出口额超 300 万美元以上企业 17 家，
比上年度增加 5 家；超 500 万美元以上
企业 12 家，比上年度增加 2 家；超 1000
万美元以上企业 9 家，比上年度增加 2
家；超 1 亿美元以上企业 2 家，比上年度
增加 1 家。

鼓励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引
导和鼓励电线电缆、耐火材料、净水材料、
机械设备等出口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考察市场，推动传统产业富余
产能向外转移，带动相关产业产品出口。
2018年，全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额 34625万美元，同比增长 120.76%，占全
市出口总额的50.5%。

大力扶持中小外贸企业，用足用活外
经贸发展促进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境外专
利申请、商标注册、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
证、境外展会、出口信用保险等提升国际化
经营能力，更好更快地开拓国际市场，增强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2018 年全年
共帮助企业申报外经贸发展项目 47个，共
计482.66万元。

巩义市去年进出口总额首破7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34.39%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

讯员 王保喜 )昨日，二七区
淮河路巡防队员及时伸出援
助之手，救助病痛老人，老人
转危为安。

昨日 10：40 左右，二七
区淮河路巡防中队淮河分队
队员王少华、闫国钦巡逻完
刚到巡防室内，只见家住大
学路 94号院 1号楼的郭先生
慌慌忙忙地来到巡防室，急
匆匆地找巡防队员求助，称
自己80多岁的老父亲旧伤复
发，腰部痛得难以忍受，120
急救人员检查后建议去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但由于他家

楼层住在四楼，该楼房又是
老旧楼房，楼道狭窄，120 男
救护人员少，急需有人帮助
把老人抬下楼。听完郭先生
的讲述，巡防队员立即跟随
郭先生来到了他的家里，大
伙齐心协力，将躺在床上 88
岁的老人从床上慢慢移至床
沿，随后又合力将老人抬上
担架，一步一个台阶下楼，慢
慢地将老人抬到了路边的救
护车上。

看到自己的老父亲被安
全抬上了车，郭先生激动地
向几名伸出援手的巡防队员
再三表示感谢。

巡防助力病痛老人

昨天一大早，家住巩义
市竹林镇长寿山的 68 岁居
民赵现周就催促老伴赶紧洗
漱，张罗着从家里赶往镇政
府。早上 7 点刚过，镇政府
门前的广场上已经人声鼎
沸，热闹异常，一垛垛码放得
整整齐齐的年货已经开始进
行发放，大米、面粉、带鱼、食
用 油 、大 肉 、红 枣 、花 生 米
……凡是老百姓过年用得着
的，早已经全部给大家准备
齐了。

现场正在往车上搬运年
货的赵现周一边忙活着一边
说道：“今天俺一家，大米和
面粉加一起都领了120斤，这
日子就像俺们长寿山的红
叶，越来越红火啦……30 多
年了，每年镇里都给我们免
费发放各种年货，真是好！”

“竹林的发展离不开居
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经济社
会发展了，也得让乡亲们分
享一下丰硕的成果。”全国劳
动模范、竹林镇党委书记赵
明恩向记者介绍说，“30 多
年来我们年年如此，这样的
活动今后我们还要一直办下
去！”

2018 年，竹林全镇总产
值达到 91亿元，完成公共财
政收入 1.06 亿元，招商引资
8.2 亿，实现税利 2.8 亿元，人
均收入达到 39800 元，入选
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国家
特色小城镇发展潜力百强。
境内的长寿山景区累计接待
游客近500万人次，红叶节期
间单日最大游客量达到 15.8
万，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旅
游度假目的地。

领年货乐滋滋
本报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张珂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郑州
市四环道路的车流和人流量
不断加大，道路保洁工作量
快速增加。为适应城市发展
需要，日前，二七区城市管理
局实行环卫市场化改革，引
入实力强、资质好的环卫运
营公司参与环卫工作，切实
改善城市环境。

二七区城市管理局通过
公开招标与专业环卫运营公
司合作，在南四环二七区管
理段从精细化管理入手，实
行“冲+洗+扫”相结合的多位
一体作业形式，机械化清扫
率达到100%。

南四环二七区管理段的
环卫工作管理提升还体现在
先进的管理制度方面暨“3+
3”考核机制。一方面政府
三级考核，环卫督察定期对
作业路段进行“以克论净”

作 业 检 查 ，环 卫 科 汇 总 上
报，二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进行综合评定、下达整改要
求。另一方面运营企业三
级考核，环卫运营企业每周
不定期对各路段负责人管
理的区域进行检查评比，各
路段负责人每天对区域进
行检查并落实考核。通过
强化监督考核，建立权责明
晰的管理体制和考评监督
机制，使道路保洁效果和效
率得到大幅提升。

据二七区城市管理局负
责人介绍，四环路推行的环
卫市场化改革在全市尚属
先例，通过此次改革，使作
业更专业、管理更完善、标
准更规范，将环卫管理层和
作业层分离，避免政府部门
即 当“ 运 动 员 ”又 当“ 裁 判
员”，实现了管理服务和质
量效益的双提升。

二七区实行环卫市场化改革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
讯员 向阳）日前，新郑市纪
委出台办法，在保证以案促
改制度化常态化的同时，确
保对党员干部的信任与爱
护。

办 法 明 确 以 案 促 改 监
督检查工作在市委领导下，
由 市 纪 委 具 体 组 织 实 施 。
重点监督检查各级党委（党
组）履行主体责任、纪检监
察机关主导推进警示教育、

问题查摆剖析整改、建章立
制等情况。对督查中发现
的问题将通过反馈、约谈、
通报、问责等形式，推进以
案促改工作落到实处，从根
本上遏制同一地区同一部
门同一单位重复发生同类
违法违纪问题。同时，力求
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
任爱护干部的有效统一，激
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

新郑着力严管厚爱党员干部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
讯员 惠峰）28日上午，在二马
路，身穿红马甲的红色联盟志
愿者兵分多路，这边摆放电动
车、清理僵尸车，那边志愿者
戴着手套、拿着抹布，把路边
栏杆一点点擦洗干净。

二七区铭功路街道在路长
制工作中，以“净化、美化、靓
化”为主要内容，实现铭功路街
道辖区处处变洁、时时变新、逐
步变靓，念好“细、实、严、精”四
字经，提升城市品质。

街道构建了“三级路长+
段长”分工体系，依据科级领
导分包科室社区的情况，将辖
区 19 条道路分包到科级领
导，再分解到 8 位三级路长，
并扩展延伸，将每条道路分
段，每段道路分包到人、协管
到户，将任务细化落实到具体
工作人员，实现路长制工作

“时时有人盯、段段有人清、处

处有人管。”
形成“分工+协作”模式，

压实责任集中攻坚。各级路
长和每段道路的责任人除了
做好日常工作外，以网格为单
位，组织城市管理办、执法中
队、辖区志愿者、红色联盟成
员单位等多方力量，集中解
决，将繁杂的任务量化分解，
分工协作。

街道还建立“四靓”标准，
达到路面靓、立面靓、门前靓、
楼院靓，实施靓化提升工程，
对不同的道路研究制定不同
的提升方案，做到“一路一策
一景”，常态化开展楼院卫生
整治。

路长制工作开展以来，街
道共投入资金 100余万元，集
中攻坚了解放路立交桥下、二
马路、沿河路、西前街等多条
道路的市容难题，辖区市容环
境整体得到了提升。

花园路街道是郑州之核。市容整
治好不好，这里就是“晴雨表”。

昨日，记者用脚步丈量花园路街道
的大街小巷，终于找到答案：“三件宝”，
让花园路像花儿一样美。

吹哨报到道路管理一呼百应

无论是在花园路、经三路等主要路
段，还是在经一路、经四路这样的次干
道，除了沿途所见的焕然一新，记者还
有发现——

黄马甲、红马甲、蓝领、各式制服等
各色人等都在马路上忙活着。此情此
景彰显了“路长吹哨，部门报到”的号令
和魅力。“看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
见”，这是老问题、老难题。花园路街道
办事处将“路长制”工作重心向社区下

沉、向网格下沉，将交警、食药、工商、执
法、市政、环卫等职能部门人员下沉至
责任路段，由路长牵头协调，推动形成

“一呼百应”工作新格局。

“三领一创”党建治路

马路上也能盛开党建之花，党建在
这里可以再拓展，再延伸，这是花园路
街道的又一创举。其核心内容就是“三
领一创”。

党组织统领，依托街道区域党工
委、社区大党委等区域化党建平台，发
动驻区单位、两新组织根据自己的特色
资源和工作特点，签订共建协议书，共
同参与路长制管理。

单位认领。积极动员区域党委成
员单位认领责任路段，目前已有省人

大、省高法、紫荆山公园等 30余家区域
党委成员单位主动认领路段，并开展志
愿服务。

党员带领。号召在职党员到路上
报到，省旅游局等单位把在职党员志愿
服务活动场地从院区延伸到道路上，定
期开展“我是党员，我在路上”的志愿服
务活动；街道机关党支部与社区结对，
持续开展“党员行动在路上”志愿活动。

创建“最美路段”。标杆的力量是
无穷的，为此，该街道在单位认领路段、
党员志愿服务路段中开展“最美路段”
评选活动，纬四路、纬二路等路段如出
水芙蓉，成功“晋级”。

银发路长融入新角色

在纬五路上，有六七十位身穿红

色马甲的“银发路长”。“银发路长志

愿服务队”队长、70 岁的张美荣幽默

地告诉记者：“我们本来是社区居民

自 治 团 队 —— 平 安 义 务 巡 逻 队 ，这

不，现在市容大整治，我们就‘加挂’

银发路长志愿服务队牌子啦，客串路

长，主要任务就是‘管闲事，做宣传，

当哨兵’这九个字。”

可别小瞧这些“银发路长”。他们

最认真，他们最靠谱。每天上午九点、

下午两点半准时集合出发，两次巡查风

雨无阻，从不停歇。捡垃圾、擦护栏、摆

单车、发放《市民文明倡议书》、劝导不

文明出行行为……

银发带动黑发，大爷大妈感动了商

户居民，全辖区共治共享的氛围顿时被

烘热。

“三件宝”扮靓花园路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荆晓娣 司艳鸽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近日，惠济区持续开展以治脏、治乱、治污为突
破口的城乡接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围绕城
乡接合部管理粗放、基础设施水平低、整体面
貌差等问题，全面改善城乡接合部周边环境，
为建设秩序优良、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
惠济不断努力。

围绕前期排查的平交路口和道路破损、残
垣断壁、私搭乱建、污水横流、市场杂乱、违规
停放、交通拥堵、“僵尸围挡”、待建工地荒芜、
垃圾乱堆乱倒等 10类问题台账，持续加大整
治力度。将城乡接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与

“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路长制”管理、城市
环境卫生精细化等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充实

人员队伍，夯实管理基础。
持续开展日督查机制，利用惠济区城乡接

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微信群，及时通报问题、督
促整改落实。延续周观摩机制，每周由区主管
领导带队，对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观摩
督导，并召开推进会，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近一个月以来，惠济区已累计出动人员
8390余人次，小型电动车、洒水车、大型运输
车等车辆1950余辆次，累计整修未硬化道路、
平交路口 1.11万余平方米，绿化面积 13.84万
余平方米,播撒草籽9260余平方米，清运垃圾
1.53万余立方米，苫盖黄土裸露 92.84万余平
方米，拆除违章建筑5100余平方米。

惠济区综合整治城乡接合部环境

匠心锻造品质街区

昨日，淮南街二三级路长走上街头，与城市精细化管理
志愿者齐上阵，开展净化地面行动。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
讯员 王松涛 文/图）为动员商
户积极参与到沿街环境整治
工作中，日前，中原区林山寨
街道办事处为伊河路沿街商
户年费发放一批清洁、清扫
物质。

“路长制”工作开展以来，
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积极做好
市容市貌大提升工作，该街道
辖区商户按照“门前四包”标
准，配合街道社区和相关部门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为感谢
沿街商户积极参与，林山寨街
道为约 300 家商户发放了拖
把、肥皂、洗衣粉、手套等清
洁、清扫用品，并积极动员商
户为维持良好环境卫生作出
不懈努力。

林山寨街道为300家商户发放清洁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