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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董宝强）
记者昨日从中牟县有关部门获悉，“十三五”
时期，中牟县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亿
元、400亿元台阶，达到435.9亿元，是“十二
五”末的 1.7 倍，年均增长 10%以上。投资
潜力、综合竞争力全国百强县排名分别提高
48和 19个位次。

三大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脱贫攻坚
任务高质量完成，14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3327户、12321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低收
入人口全部脱贫，“两不愁三保障”全部实
现。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
质量在基础好、指标优的前提下，总体实现

“七降一增”，PM10、PM2.5浓度年均分别下
降10%和7%，优良天数保持全市前2位。

城乡风貌实现重大改善。城市提质、乡
村振兴双轮驱动，城区为龙头、中心镇为支
撑、新型社区和美丽乡村为节点的城乡形态
初步形成，城镇化率由45.7%提高到60%，增
幅排名全省县（市）第 1位，实现城镇常住人
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的历史性转变。每百平
方公里路网由 233公里提升到 300公里，路
网密度跃居全省县（市）第1位，构建了“井字
形”高速环绕、“网络状”快速覆盖、“四好”农
村路通畅的便捷交通体系，实现从“能出行”
到“出行快、出行好、出行舒畅”的跨越性转

变。贾鲁河、牟山湿地公园、潘安湖公园等一
批重大生态工程建成惠民，新增绿化面积10
万亩，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实现翻番，“环廊相
连、绿廊绕城、碧水穿城”的生态景观更加宜
人，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全国绿化模范
县，荣膺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地”，连续五年
入选“最美中国榜”。

平台支撑实现重大提升。三大产业平
台承载功能更加强劲，以“三个超 5000”为
标志，扛起了中牟发展的首位担当。汽车产
业集聚区规划面积由 71 平方公里拓展至
140平方公里，集聚整车企业8家、零部件及
服务企业近 400家。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

先机大力推动“换道超车”，园区总产值累计
突破 5000亿元，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文创园
规划面积由 36平方公里拓展至 132平方公
里，入驻产业项目 58个，郑州方特、“只有”
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等承载博大中华文化、
厚重中原文化的标志性文旅项目，转化成中
牟的靓丽名片、金字招牌，成为全省文化产
业发展高地，带动全县旅游人次累计达到
5950万。都市生态农业呈现“生态高效、现
代物流、休闲观光”复合型发展态势，农产品
交易额累计达到 5100亿元，成为全省农业
转型标杆。

城市提质乡村振兴双轮驱动

中牟GDP突破4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孟
晶晶 徐二伟 文/图）“月上柳梢头，人
约黄昏后”。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之一，元宵节自古以来便有出游、观灯
的习俗。据悉，元宵节期间，郑州方特
旅游度假区除了将延续“方特中国年”
特色主题活动外，还将增加许多具有
节日特色的活动。

近日《熊出没·狂野大陆》正在影
院热映中，受到了许多观众喜爱。即
日起至正月十七，方特梦幻王国萌熊
齐聚，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萌”力
十足的“熊熊欢迎你”迎宾演出，还能
参与“光头强科学试验站”一起探索科
学的奥秘，更有好玩有趣的“光头强泡
泡秀”“熊出没互动拍照”等，带领广大

游客欢喜闹元宵。
同时，即日起至正月十七，方特

梦幻王国营业时间为 9:30~21:30。
游客们可在《千古蝶恋》看梁祝的凄美
爱情故事，也能在《魔法城堡》加入奇
幻的魔法学院之旅，还能在《龙王传
说》与哪吒共同拯救陈塘关……20余
个大型游玩项目，将让游客收获一段
充满惊喜的欢乐之旅。

十五元宵夜，夜游好时节。充满
古典韵味的花灯长廊、憨态可掬的
《熊出没》灯组以及火树银花的夜间
美景将点亮方特梦幻王国。此外，萌
趣可爱的“熊熊主题大巡游”以及精
彩不断的“新春喜乐会”大型演出也
将在每晚准时上演，为游客们带来温

馨浪漫的夜游体验。
各类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据悉，

正月十五至十七，方特梦幻王国将推
出“猜灯谜”“放河灯”等民俗活动，让
游客们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为了
让游客们度过一个暖心的“元宵节”，
正月十五至十七，方特梦幻王国还将
为游客们准备上千份的“免费元宵”，
带给广大游客别样的温暖与甜蜜。

即日起，郑州方特还特别推出
“郑州市区—郑州方特”公交专线，接
送游客往返乐园及市区。郑州方特
还贴心地为游客们安排了直达“市体
育中心地铁站”的免费公交，游客可
在方特梦幻王国门口根据导引牌指
示，到达指定乘车点乘车。

畅享合家欢喜乐闹元宵
火树银花点亮方特梦幻王国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曹志红 李蕾）正月十五
闹花灯。2月 22日上午，为喜迎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原区
棉纺路街道方圆经纬社区举行了元宵节主题灯会活动，
居民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此次活动是由方圆经纬社区党总支联合爱馨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光大银行方圆经纬社区支行、长城物业等
联合举办。活动中，举行了猜灯谜活动，彩纸写好的灯
谜，装点着浓郁节日气氛。灯谜的内容包含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民俗文化、廉政文化、孝老敬亲、绿色环保
等知识，党员群众积极参与。

元宵节灯笼以弘扬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践行低碳
环保的理念为主题，志愿者引导居民收集使用过的红包，
叠加成一个个吉祥如意的灯笼。

活动现场，还通过趣味夹弹珠形式，让居民们在活
动中学会互相感谢、互相祝福。爱馨日间照料中心的
社工们，还将健康送到居民身边，为老人免费量血压、
测血糖。

主题灯会多姿彩
社区居民共联欢

气温渐暖。农科路酒吧一条街正“迫
不及待”地发出春之邀约：识美问香，来打
卡吧！

农科路酒吧街西起花园路东至经三
路，全长 998米，它先后夺得市、省、国家
级特色商业街称号，也是郑州市夜间经济
最闪亮的星。

改造后的农科路，集酒吧、餐饮、休
闲、服务、娱乐于一体，展示出众多现代时
尚的元素。它北有正弘城——国际大牌
一应俱全；南有360广场——年轻活力时
尚之地，还有老郑州动物园——怀旧忆童
年、遛娃好去处，河南博物院——观展览
听讲座，文博知识的海洋任遨游；西有建
业凯旋广场、万达中心、金水金街……聚
集效应使得这个片区游览、休憩、学习、体
验、餐饮、购物、娱乐一线贯通。

农科路特色街是金水区夜经济的标
杆。据了解，以全市“双改”为契机，金水
区为凸显街区独特魅力，优化营商与消费

环境，坚持设计引领、规划先行、精细化施
工，对农科路进行全方位的提升。

——净空。强弱电入地工作成立专
班，全力协调多家线缆单位，积极推动线

缆入地，实现了农科路上空的清爽蓝天。
——净面。按设计要求，农科路统一

建筑立面色调与装饰线脚，引入店招小型
化、橱窗大型化的设计理念。这让街道一
方面清爽统一，又深具丰富内在。在街区
公共环境“还路于民”、更简约清爽的前提
之下，也给商家创造了更好表达个性装修
与店铺魅力的机会。

——提升。道路路面精细化施工，树
穴采用独特的铁艺景观树篦设计，悬空搭
建、镂空纹路，不仅将街道的历史雕刻进
树篦的肌理之中，而且也给树木创造了蓄
水通风的舒展空间。还有配合整体街区
建筑风格所设计的铁艺花箱，红砖立面与
金属色调，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地面的
铜刻装饰带、夜间闪亮灯带、酒杯造型浮
雕砖……无不在细节上给农科路注入了
更多新鲜、时尚的文化元素。

漫步农科路，是清爽的天空，是醉人的美
景，是特色的建筑，是引人驻足的街区魅力。

农科路酒吧一条街发出春之邀约——

这里夜色美等你来沉醉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刘红旗王晓颖 文/图

元宵节临近，2月21日下午，中原区建设路街
道市场街社区在西郊记忆游园组织开展了“跳蚤小
庙会，欢喜迎元宵”活动。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连日来，郑东新区各基层单
位以清洁行动为抓手，积极开展节后卫生大扫除，营造
安全、整洁、有序、文明城市环境，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年
征程。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社区“两委”成员、居民代
表、物业、公共单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全城清洁”行
动。22个社区多点联动，共同发力，重点对辖区主次干
道、地铁口周边、社区楼院的卫生死角、落叶、小广告等
问题展开清洁。行动中，志愿者们将道路上的纸屑、烟
头、饮料瓶、果皮等各种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将乱停乱
放的共享单车统一摆放至停车区，将乱贴乱画的小广
告统一清理，仔细擦洗道路两侧的护栏，确保护栏褪去
厚厚的“土衣”。

金光路办事处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各村（社区）党
员干部、辖区志愿者、环卫工人，深度清除绿化带杂草
漂浮物、卫生死角、树穴内的废弃物、道路两侧积尘，全
面清理春节期间产生的垃圾。同时，各沿街商户也主
动行动，积极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自觉清理门前的
杂物和乱堆乱放，为辖区居民创造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新年伊始，为提高服务效
能，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紧紧围绕强化
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了审批服务“三个办”、
保障发展“四提前”、服务项目建设“五主动”等特色服
务项目。

审批服务“三个办”。针对审（核）批权限在本局的
项目，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务，做到马上
办；针对审（核）批权限在郑州市的项目，经开分局将做
好上下衔接，做到陪同办；针对审批权限在河南省的项
目，经开分局将帮助用户做好各项工作，做到跟踪办。

保障发展“四提前”。提前做好规划，确保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提前做好选址，避开基本农田；提前购买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保障项目用地顺利报批；提前报批
土地，确保项目用地需求。

服务项目建设“五主动”。经开分局将按照供地计
划，倒排出让日期，主动和办事处对接，做好附属物清理
和征地补偿；主动和职能部门对接，出具产业、环保、文
物等前置条件；主动向管委会请示汇报，具备供地条件
的项目，及时上会研究，加快土地供应；主动和意向用地
单位对接，做好政策辅导，保障土地出让顺利进行；主动
向项目单位提供用地标高、管线位置、设计要点等技术
资料，指导完善规划设计方案，尽快开工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效能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最
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连日来，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坚持

“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理念，通过“三大亮点”，打造基
层便民服务新模式。

健全组织架构，实现服务方式“零距离”。搭建“街
道——社区”二级办事渠道，实行社区代办员制度，在
社区服务大厅设置社会事务、劳动保障、卫生计生三职
代办员。代办员由熟悉业务的社区两委成员担任，对
群众办理类型较多的业务进行集中办理。同时，充分
发挥“爱心敲门”的优势，由社区网格员为行动不便的
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办理、帮办代办等服务 10余项，
提供上门服务8次，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优化处置机制，实现服务过程“零障碍”。街道打
造了高质量便民服务大厅，统筹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实
施“一次性告知、代办帮办、一窗受理”3项便民服务举
措，推行“一门服务、一窗受理、后台分流、限时办结”4
项便捷化服务模式，建立“一岗多能、一专多能”工作机
制，实现工作人员从单项工作到综合服务，让群众“只
跑一次”。为方便群众配备社会救助、计生等服务手
册，爱心雨伞、充电宝、血压计和便民药箱等 20余类便
民设施及用品，并开设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等 3大活
动区域，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服务事项“零积压”。街道通过
优化问题处置机制，明确办结时限，对群众反映的简单
问题即时办理，较复杂问题3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杂问题
5个工作日内完成或提出解决方案，确保及时有效回应
群众诉求，为老百姓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雯雯 ）惠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
积极开展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乱
停乱放集中整治行动，多措并举，
进一步提升辖区道路“序化”管理
水平。

街道在辖区重点区域重新施划
非机动车停车位，实行内设外管，

即“在合理区域内拓展停车空间、
在日常工作中定人管理”，逐步解
决此前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及无处
停放的问题。组织工作人员加大
日常巡查力度，对于车主不在现场
的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按照统一
方向将车辆摆放整齐。积极宣传
引导，巡查过程中及时引导居民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非机动车车
主规范停车意识，营造良好的文明
秩序。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加强
日常巡查力度，切实提高辖区居民的
法制意识、文明意识，营造安全、畅
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提升
城市文明形象。

这个春节假期，航空港实验区群众家门口多了一处休闲好去
处，记者 2月 22日在航空港实验区城市书房兰河公园馆看到，这
处位于公园湖畔的城市书房，既能安静读书，又能观看热门电影，
还能逛园看景，吸引了很多选择“就地过年”的群众来此放松娱乐。

这座城市书房位于航空港实验区雍州路与鄱阳湖路交叉口西
北角兰河公园里，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拥有阅览座席42个，馆
藏书籍4929册，覆盖附近居民区、学校及富士康宿舍，为周边居民
休闲提供了便利。

书房内除了能看书，还能看电影。2月 11日至 2月 17日，城
市书房兰河公园馆举办了“春节 7天乐”书香影院电影展映活动，
《疯狂的外星人》《熊出没之原始时代》《厨子戏子痞子》等一系列优
秀电视节目及电影轮番上映。

“为满足各年龄段群众的观影爱好，我们有针对性地挑选了一
些影片播放，尤其是一些传承中华文明和延续中华文化的影片，春
节期间几乎每场活动都座无虚席。”城市书房兰河公园馆负责人张
园静说，“书香影院”是兰河公园城市书房的一项创新特色读者活
动，旨在通过影片放映这一方式，帮助市民丰富假期文化生活，开
拓视野和思维。

据介绍，城市书房是航空港实验区承办的一项市级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已有政务服务大厅馆、双鹤湖馆、IT社区馆、兰河公园
馆、青年公园馆等陆续对外开放。

能看电影的“城市书房”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杨宇 文/图

聚焦“三大亮点”
深化便民服务

迎宾路街道集中整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开展“全城清洁”
美化城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