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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
文/图）今年以来，新郑市自加压力，提升
国土绿化数量和质量，成绩斐然，绿化廊
道面积 15440亩，超过上级下达 5521亩
任务近三倍，绿化质量对标国家中心城
市。

在商登高速新郑新区站，大片绿色
扑面而来，林果花相搭，藤冠草相间，落
绿柏相配，层层叠叠，相映成趣，美丽如
画。“这里是新郑市民的休闲之园、城市
的门户之地、宾朋的印象之区。”新郑市
负责人说，这里绿化面积48万平方米，标
准对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定位。

新郑市自加压力，实施商登高速（含
万邓路）、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京广高
铁、郑新快速通道、地铁二号线 6条干道
132公里 15440亩国土绿化建设任务，总
投资约9.1亿元。

其中，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两侧，郑州

市下达新郑市 1100亩任务，新郑实际绿
化 4429 亩，投资 2.1 亿元。商登高速两
侧，郑州市下达新郑市2398亩的任务，新
郑市实际绿化 3045.6 亩，投资 1.6 亿元。

京广高铁两侧全长 41公里，两侧各绿化
宽度 100 米，郑州市下达新郑市任务
2023亩，新郑市实际完成绿化4355.7亩，
投资1.7亿元。

此外，新郑市从 2012 年至 2018 年，
共建设郑新快速通道、绕城高速、大学路
南延、中华北路等生态廊道 56条 554 公
里约 9 万亩，绿化工程总投资约 56 亿
元。目前，新郑市境内拥有生态廊道 62
条，长近700公里，面积达10.5万亩。

新郑市制定出台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实施方案，统筹推进“森林、湿地、流域、
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实施“二山四
园五河六廊八节点”工程，即具茨山、西
泰山，孟庄古枣林公园、龙湖泰山公园、
郭店郊野公园、南水北调干渠生态文化
园，十七里河、十八里河、双洎河、暖泉
河、潮河，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商登高
速、京广高铁等绿道，高速公路出入口与
立交等节点，全民动员，全城绿化，全面
提质，致力建设廊道大美、园林精美、庭
院唯美、平原俊美、山区秀美的郑州南部
生态城市。

全民动员 全城绿化 全面提质

新郑市致力建设生态城市

本报讯（记者 史志国 通讯员 李绍光
岳冰冰）春光明媚。在新密市米村镇于湾
村数千亩土地上，放眼望去，处处郁郁葱
葱，鲜花迎风摇荡，飘溢阵阵芳香。很难
想象，两年前这里还是煤矿塌陷区。

“通过土地整治，公开流转，栽植花
木，一亩地经济收入有 5000 多块钱。”于
湾村党支部书记王天运兴奋地告诉记
者。近年来，新密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五
大发展理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市乡村三级联动，多措并举，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该市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岳村镇竹杆园

村曾是有名的脏乱村，去年，镇村两级
合力，采取户户动员、人人参与的方式，
清除残垣断壁，规范存放秩序，净化房
前屋后，经过大规模集中整治，如今该
村面貌大变样。竹杆园模式迅速在全
市推广，今年以来环境大治理在全市展
开 。 目 前 ，全 市 环 境 先 进 村 达 100 多
个。政府投资 2.3 亿元建成了生活垃圾
无害化综合处理场，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 90%；强力推进云蒙山郊野公园、报
恩 寺 公 园 等 四 大 主 题 公 园 和 楚 沟、惠
沟、马鞍河沟等六个湿地公园建设，让
大地充满绿色，让绿色永驻乡村；投资
18 亿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及站点，目前
日处理规模 11.3 万吨，污水处理后，利

用中水建设小型人工湿地，就近提供给
种植产业用水，从而实现污水处理和中
水使用效益最大化；新建改建城乡公厕
61 座 ，完 成 改 厨 改 厕 3 万 户 ，27 个 共
66.5 公里的农村公路建成通车，农村基
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不断完善。

发展产业是该市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载体。朱家庵村借助于良好的自然生
态资源，正在打造一个集书画展览、密玉
文化、农耕体验等为一体的乡村发展项
目。很多山区村把休闲农业作为发展目
标。去年全市新发展郑州市环城都市生
态农业 2.5 万亩，累计完成 4.6 万亩；总投
资 9622万元，建设完成第二批 14个都市
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第三批 8个都市生

态农业示范园开工建设。乡村游在新密
方兴未艾，全年共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1.5 亿元，成为新密经济的
又一引擎。

乡土人才返乡创业成为新亮点，该市
出台吸引乡土人才措施 30条，并在招工、
用地、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目
前已吸收返乡创业人才 1.1 万余人，他们
招来工业项目近70个，引进资金200多亿
元，为改善落后村面貌，促进本地经济发
展做出了贡献。

夕阳西下，古树与楼房相映，老人们
闲聊谈笑，孩童们嬉笑打闹，优良的环境
提升了群众的生活质量，正在崛起的新产
业，让农村变得美丽如画。

新密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抓手

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张东阳 吴明君）记者昨日从高新
区 国 土 规 划 住 建 局 获 悉 ，承 接
市 级 管 理 权 限 之 后 ，高 新 区 首
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始挂
牌出让。

据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
月 1日发布公告，宣布高新区国土
规划住建局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郑政高出〔2019〕1、2、3、4、5、6、7
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这 7宗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404.889 亩 ，出 让 起 始 价 合 计
26.6779亿元。

这 7宗土地为 2019年市级管
理权限下放后，高新区首批自主
挂牌出让土地。去年以来，省、市
为促进自创区发展，决定最大幅
度向郑洛新自创区核心区下放管
理权限，赋予郑洛新自创区核心

区与省辖市同等的经济管理权限
和相关行政管理权限。今年初，
市政府正式下发通知，公布《需在
郑州高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
单》，明确高新区承接市级管理权
限 2496 项、区级管理权限 2486
项。土地招拍挂权限即属于其中
的一项市级管理权限。

据介绍，为做好市级权限承
接工作，高新区土地招拍挂各业
务科室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大力支持和业务指导下，经过反
复推敲和充分磨合，仔细梳理了
土地业务工作流程，完善了各项
规章制度。高新区不动产交易和
登记中心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系统学习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转移
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业务
知识。

高新区承接市级管理权限后
首批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蔡伟）为进一步提高全区人民调
解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增
强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社会矛盾纠
纷的能力，近日，二七区司法局举
办了为期两天的人民调解员培训
班。全区各乡（镇）、街道司法所
长、专职人民调解员和局机关党
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以全面提高人民调
解员的政治素质、调解能力和技
巧为着力点，特别邀请了二七区

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刘政伟、
郑州市公安干校副高级讲师吴
萍、资深律师牛豫宁进行授课。
课堂内容围绕“调防结合，以防
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调
解方针，分别从调解方法、策略
与技巧、卷宗规范化及法律风险
防范等内容作出详细讲解，内容
务实全面，可操作性强，对基层
调解员进一步明确民间纠纷调
解程序，熟练法律运用等做了有
利指导。

二七区培训人民调解员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马冰）“现在办证越来越方便了，
一站式办成，再也不用跑几个部门
了。”昨日，在惠济区政府行政审批
中心交运局办事窗口咨询辅导台
前，几位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对这
里的办事效率大加赞赏。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贯彻落
实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
一次”改革要求，惠济区交运局行
政审批科近日在区政府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一楼设置咨询辅导台，安
排专人接受办事群众及相关企业
的业务咨询，并且提供办事流程指
导。

惠济区交运局行政审批科负

责区域范围内的道路运输经营
的许可审批、车辆运营证的办理
及年审、车辆运营证的转籍和过
户、驾校的运营审批及管理等多
项行政审批和管理，业务办理所
需的材料、证明多，办事流程也
比较复杂。针对许多群众是第
一次前来办理相关业务，并不知
道需要准备和提供哪些手续和
资料这一情况，为了不让群众多
跑路，少作难，惠济区交运局行政
审批科本着“服务至上”原则，在
办事窗口前设立了咨询辅导台，
专门接受办事群众办理业务的相
关咨询，为他们提供专业的业务
办理指导。

便民咨询台暖心为群众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赵萌萌
文/图）为进一步激发“两新”党建新活力，
昨日上午，由经八路街道“两新”组织党建
联盟成员河南省建筑医院党支部承办的

“健康公益行”义诊活动走进社区。
活动在“两新”组织党建联盟执委会成

员单位选送的文艺演出中拉开序幕。随
后，医院糖尿病科等 7个科室进行专家面

对面接诊，和现场急救培训及演示。
据了解，经八路街道党工委按照“业务

相关、地域相近、活动方便、互促共赢”的原
则，结合河南省建筑医院党支部自身优势，
开展“健康公益行”活动。不仅向辖区居民
普及了健康知识，增强了居民的自我保健
意识，同时有效提升了党建工作服务群众
的效应。

健康公益行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谢庆 成燕 通讯员 张
珂 文/图）五一期间，巩义竹林长寿山光影
艺术节在竹林长寿山景区广场开幕，将一
直持续到 10 月 1 日，每晚 7：30 至 10：30，
流光溢彩的灯组造型成为长寿山景区新
亮点。

据了解，本次光影艺术节围绕不夜城打
造长寿山的夜色经济、夜色旅游。整个灯光

观赏带从验票中心至五连池全程 2 公里。
包括传统花灯、大型光雕艺术、现代化激光
秀、水幕电影、摩天轮、动感水滴、艾菲尔铁
塔、时光隧道、高达18米的超震撼长寿星等
景观。结合新光源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营
造出一场“惊、奇、巧、特、新”的节日盛宴。
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将让整个长寿山夜景变
得更加璀璨夺目。

巩义长寿山光影艺术节启幕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勇成 文/图）为丰富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展现社区居民健康向
上、充满活力的风采，4月 26日至
5月 4日，农科路社区联合帮帮你
社工站在小区文化广场等四个分
会场，分别举办居民春季趣味运动
会，近千名居民报名参加。

运动会设有篮球、乒乓球、羽
毛球、跳绳、踢毽子、投沙包等比

赛项目。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工人
员从前期的宣传、报名到项目的
选择、比赛的规则等环节都认真
计划与筹备。运动会中，社区广
场热闹异常，参赛者以高涨的热
情、饱满的精神各显身手，加油
声、鼓励声充斥着整个赛场。随
后，社区为每位参赛者颁发参与
奖，并鼓励居民多多关心、支持和
参与社区各项建设。

趣味运动会 增强凝聚力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黄俊博）致敬努力的人，致
敬劳动者。5月 1日下午，中原
区“魅力中原”系列惠民音乐
会之致劳动者——中国民族音
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郑州市
总工会礼堂精彩上演。

本场音乐会由中原区委、
区政府主办，中原区委宣传部、
中原区文化旅游局承办，中原
区文化馆协办，郑州市总工会、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
州市民政局指导。郑州爱乐乐
团的音乐家们为观众奉上一场
美妙的经典民乐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中乐团上演了

我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的
热播电视剧同名音乐作品《乔
家大院》、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创
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
《汉调——行云流水》等交响乐
经典民族作品。并特邀了青年
胡琴演奏家成文文、河南歌舞
演艺集团青年独唱演员王青鸽
倾情加盟演出，演奏家们的精
彩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盛赞。

据了解，郑州爱乐乐团“魅
力中原”系列惠民音乐会是中
原区委、中原区政府打造的文
化惠民品牌项目，全部以“文化
惠民、免费观演”形式呈现给省
会观众。

中国民乐专场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
员 贺保良 王江飞）“请问你的
房屋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的？政府为你补贴了多少？整
改过后你有什么意见？”这段时
间，巩义市新中镇纪委、城建
所、扶贫办三部门联合到茶店
村、新中村、温堂村、岭沟村等
四个村验收贫困户房屋问题整
改工作，对资金发放各环节是
否违规、施工进度是否及时以
及旧危房是否已经全面整改等
情况进行检查，保障贫困户房

屋问题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自2018年以来，新中镇认

真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尤其对扶贫
资金发放和使用情况、对扶贫
资金的来龙去脉进行充分自查
剖析，对扶贫资金管理和账目
规范，扶贫项目安排、审核审
批、检查验收中以权谋私、徇私
舞弊、优亲厚友等问题，进行严
格、深入、细致的自查自纠，确
保扶贫资金惠及贫困群众，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让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张茹）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
全部拆除新郑路陇海货运线区
域房屋，腾出绿化土地 90 余
亩，建设沿线园路、广场、廊架，
5月 20日前全面建成并对市民
开放。

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辖
区，陇海铁路沿线绿化项目西
起熊儿河东到新郑路，全长共
1100米，铁路用地共 11处，违
规经营“小散乱污”行业的企业
和个体商户多达 80余家，按照

时间节点，圆满完成陇海货运
铁 路 线 征 迁 任 务 ，拆 除 率
100%，拆除面积 26315.31 平
方米，腾出绿化土地 90余亩。
新建集文化交流、休闲娱乐和
体育健身为一体的陇秀公园。
规划建设文化长廊、健身广场、
休闲步道、多功能草坪等配套
区域，园区区域点缀景石、竹子
和造型松，5月 20日前全面建
成并对市民开放，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绿色、生态、优美的生
产生活环境需求。

绿化游园相伴铁路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李松华）“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当
《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悠然响
起，升龙国际广场上行走的路
人停住了脚步、广场上做游戏
的小朋友、健身的老人、周围的
居民和商户们都不由自主地把
目光投向了在广场上表演的志
愿者们。这是近日，二七区建
中街街道在辖区组织开展的一
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以
此向劳动者致敬、向祖国深情
告白。

随着演出人员从不同位
置出现，居民们在惊喜中驻
足、观看，并纷纷聚拢到演唱
者身边，大家激情澎湃，来自
河南省电子科技学校的青年
志愿者、幸福路小学“幸福帮
帮团”、社区退休党员志愿者
以及现场群众数百人从惊喜
到感动、从倾听到合唱，自发

踊跃地参与其中，手中挥动着
国旗，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及《志愿者之歌》。

“在干净、整洁、有序、文明
的市容环境背后，是无数默默
付出的劳动者。”建中街街道负
责人表示，从道牙路面到立面
绿化，从市政建设到城市家具，
每一处街头风景都饱含劳动者
们对这个城市的爱恋。他们是
路长、是环卫工人、是社区工作
人员、是辖区公共单位；是党
员、是商户、是志愿者、是学生
和家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路队。

“作为城市管理的一员，
能够得到广大市民的肯定，我
深感荣幸，更觉意义非凡，也
更加鞭策我们投身城市管理，
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建中
街二级路长刘军表示，通过参
与快闪这种方式，展示城市管
理者的日常，是致敬劳动者的
很好方式。

百人快闪向劳动者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