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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了几年房了，终于可以住上自己的新房了……”12月 2日，二
七区侯寨乡八卦庙、上闫垌安置区泊翠园的选房现场，村民闫先生难
掩内心激动。近几日，八卦庙、上闫垌B-07-01地块安置房开始选
房，现场热闹非凡，251户995名村民喜提新房1412套（如图）。

经过资格预审、摇排队号、摇顺序号、户型申报、摇房号五个环
节，闫先生完成了自己的选房流程，拿到了合意的房源。手握选号
单，闫先生说：“这次选房有村两委全程参与、村民代表全程监督，我
们村民能感觉选房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我们选房选得安心啊！”

据了解，八卦庙、上闫垌两个村因为远离城市中心，交通不便，
过去村庄发展无序，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和经济发展。
2015年，按照二七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安排，两个村庄启动了整
村征迁改造。二七区委、区政府周密策划，高规格、高标准开展项目
运作，与万科集团达成了合作共识，整合新型业态、学校、公建于一
体，致力打造产城融合、环境宜人的新型社区。

本次回迁位于澄金路以西，安亭路以北，通合路以南，炫月路以
东，占地面积约73.4亩，规划建筑面积约18.94万平方米，包含6栋住
宅楼、1栋社区综合用房、1所幼儿园，共有住宅 1412套，机动车位
1440个。该地块 2018年 12月启动建设，2021年 11月 27日启动分
房，昨日下午基本完成选房工作。

另悉，2021年底前，二七区将完成 14个村庄 241万平方米安置
房交付，迎来自征迁改造以来回迁量最大的“丰收年”，惠及群众
7800余户。

近年来，“以人为核心”已成为二七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的核心
理念与工作主线。安置房建设与被征迁群众的回迁安置始终是区委、
区政府最为关注并大力推进的民生工程之一。自郑州市启动大棚户
区改造以来，二七区累计征迁46个村庄，完成群众动迁4.2万户、14.2
万人，规划安置面积1912万平方米。目前已回迁面积913万平方米，
回迁群众约12.2万人，全区人居环境显著提升、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越来越多的拆迁群众享受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红利。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图南许琳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常春阳）
新郑市近日召开誓师大会，在黄帝故里园
区改扩建项目工地，发起百天决战号召，
与此同时，拜祖大典主要线路郑新路改造
提升工程也在加速。新郑市正以新一轮
项目推进作答年终大考。

为服务项目建设，提振企业信心，新
郑市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全面推行

“用脚步丈量工作法”，累计走访企业 222
家，摸排问题 240个，解决销号 53个。政
务服务深化“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改革，
1634 项审批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办
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 61个
工作日以内。

此前，新郑在全省县（市）率先设立总
规模 10亿元的郑州战新信息产业投资基
金，成立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为产业发

展做好金融保障；加快产业项目用地先行
收储、闲置用地整合盘活，为招引基地型
重大项目预留整块土地，真正做到项目拿
地即开工；利用新郑高校资源优势，建立
校企联合培育机制，推行订单式培养，有
针对性地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补齐企业要素供给链，是新郑市服务
项目的更深层次。围绕“三主三新”现代
产业体系，聚焦完善供应链、布局创新链、
配置要素链，近期投产的河南高森包装容
器有限公司，可年产 10亿只易拉罐，利税
6000万元，满足雪花、金星以及周边 300
公里啤酒饮料企业用罐需求。

为服务中小企业，三年扶持壮大中小
企业 168家，扶持金额 2.08亿元。辖区郑
州峰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密
胺泡沫产品，打破了德国巴斯夫公司的技

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的产品空白，产品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在世界市场
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公司被确定为航天五
院和航天一院指定供应商。

同时，新郑市紧抓科技创新的牛鼻
子，加快产业项目推进。位于新郑市的河
南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启动新材
料研发项目，研发的镁铁-铁铝复合尖晶
石砖、镁铝尖晶石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市场占有率达到80%。

为发展高科技电子信息产业，新郑市
建成淮河以北唯一的电子元件清洗废水
污水处理厂，破解电子信息产业项目落地
瓶颈制约，目前已招引电子信息产业项目
15个。尤其是锐杰微芯片封测项目，目前
月封装芯片达 4000万颗以上，填补了全
省集成电路产业空白。

为培育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以工业机
器人为重点，积极发展关键基础零部件制
造及维修、精密机械、智能装备制造、机器
人等产业，先后引进产业项目 15个。辖
区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广泛应用于运载火箭、神舟飞船、空间站
等，研发的二维泵阀技术是一种颠覆性创
新的泵阀设计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 30万
吨/年废纸中浓制浆关键设备研制及系统
成套集成项目，填补了该领域国内空白，
产品畅销海内外近30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新郑市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设立工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足额配套科技三项经费，累计投
入奖补资金 5200万元，改进新技术、新工
艺30项。

服务增信心 科技创优势

新郑加快项目推进迎接年终大考

机关干部分包到村
督导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苏欢欢）记者昨日获悉，
为进一步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牟县广惠街街道以工
作区为单位，以村为阵地，组织各站所机关干部下沉到分包
村进行督导，严格按照“治理六乱”“开展六清”的要求，高标
准推进整治。

党员干部示范带头。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机关干
部、村组干部、环卫工人、志愿者等 500余人，对辖区各村
（社区）内外道路、房前屋后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整治。

加强私搭乱建治理。对村内私搭乱建进行排查，清理
无功能建筑，确保村内巷道无乱堆乱放，无私搭乱建，村庄
无危房、无残垣断壁等。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细化具体工作举措，分解各村（社
区）工作任务，压紧压实责任。大力开展六清，治理六乱，促
进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实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收购站，各村
各社区做好垃圾收运体系前段保洁，完善转运设备，合理选
择垃圾收集方式，下沉人员做好监督。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各村各社区合理确定人居环境治
理、垃圾处理等运行管理方式，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不
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任务，必须常抓不
懈。下一步，广惠街街道将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上下足功夫
做足功课，向着“彻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目标坚实迈进。

灾后重建与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近日，荥阳市组织召开乡村住
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该市 12个乡镇（办）和市农
委、住建局、应急局、督查局等7个相关局委参加了会议。

按照会议部署，荥阳市将千方百计推动工作快速推
进。对到规定时间节点达不到要求的，要严肃工作纪律，
约谈乡镇（办）主要领导，进行全市通报。灾后恢复重建
集中重建项目，要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严守基本农田
红线。

荥阳市各安置点将因地制宜，对施工程序进行统筹优
化，想方设法解决困难，确保工程进度，努力保障按期让群
众住进满意的新房。要凝聚政府、施工、监理、属地、群众
五方力量，形成质量安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确保
工程进展快速，质量群众满意，安全无事故。要运用好“4+
2”工作法，让群众充分地参与到新村建设中来，实现“自家
住房自己建”，建设户型群众满意、质量群众满意、进度群
众满意、配套群众满意的暖心社区。

创新“红色物业”打通服务“最后一百米”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

颖睿）“社区治理不能成了‘独角戏’，
打造居民发声的良好平台，切实保证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在管城区城东
路街道郑汴路社区，每月召开一次议
事会，推动问题共解、资源共享、文化
共建工作模式创建完善。培育“红色
物业”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不断
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东明路 32 号院，是管城区老旧
小区改造的重点小区，曾经的小区环
境卫生脏乱差、管网老化、绿化带成

菜园、小区停车难、路面破损等问题
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郑汴路社区
党委以 32号院为试点，将物业管理
服务融入社区治理，创建“党组织+
红色物业+自管会”三位一体协同管
理模式。通过召开由物业企业、自管
会、社区组成的"三方联席"会议，协
商小区环境改造、公共设施完善、小
区公共安全及业主需求等改造事项，
通报小区改造情况，反映居民意见，
对小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
协调有关单位落实，对重大问题协调
一致、联动解决。据了解，通过红色

物业联席会议解决的改造问题达到
8160个，工程类问题 639个，业主需
求类问题 1825 个。积极开展“红色
先锋”党建项目活动，组建“红色讲师
团”，分楼宇轮流举办“党员生日会”

“红色沙龙会”等活动，及时感知社区
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
一件加以解决。街道立足实际，先后
对城墙东侧 9个楼院进行“微整形”

“微改造”，老旧小区实现供气通暖，
促进物业服务与社区治理融合协调
发展，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
和幸福感。

趣味运动会喜迎节日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范肖兵 王慧芳 文/图）12

月 2日，为迎接第三十个国际残疾人日，增进社会对残疾人
的理解与关爱，树立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
推动残疾人体育文化建设，二七区残疾人联合会、建中街街
道办事处联合播美社工在陈砦花卉古玩城店室内广场举办
了以“激扬梦想，喜迎残奥”为主题的残疾人趣味运动会。

此次比赛项目充分考虑残疾人朋友的身体特殊性，从
不同方面锻炼残疾人朋友动手、动眼、手眼协调的能力。比
赛项目共设有金秋露露、投壶、套圈、保龄球等个人项目和
团体项目，有近50名残障人参赛。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通讯员 蒋士勋王松
梅尚艳艳）11月 30日，荥阳市委组织部、科工
信局、发改委、人社局、财政局、产业集聚区等单
位组成人才项目观摩团，走进海天消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4家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企业，
了解企业运行情况及存在难题，帮助解除后顾
之忧，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荥阳依托郑州市“智汇郑州·1125
聚才计划”，制定下发《荥阳市创新创业团队项
目资助实施细则》，通过材料评审和实地考察相
结合方式，组织评审专家重点从人才团队综合
能力、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产业化能力、研
发投入情况、经费预算和资金筹措能力等内容，

对创新创业团队项目进行评审。
目前，引育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 21

个，其中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7个、创业领军人
才项目 3个、创新领军人才项目 4个、创业紧
缺人才项目 1个、创新紧缺人才项目 6个，共
引育高层次科技人才90名，其中博士57名。

此次观摩的海天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郑州中联收获
机械有限公司、郑州三和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等 4家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企业，涉及产业
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农业、节能环保等该
市重点发展领域。其中，海天消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各类消防

灭火系列产品，是荥阳市唯一一家新三板创
新层挂牌企业；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集
复合材料技术研发、应用研究、生产销售于一
体高新技术型企业，2021年引进河南大学纳
米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人才团队申报“郑州市
创新创业团队项目”；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
公司承担郑州市重大科技创新专项；郑州三
和水工机械有限公司以“混凝土废浆水无害
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及装备产业
化”项目成立的创新创业团队团队。

每到一处，观摩团实地参观研发中心、走
进生产车间，全面了解企业研发和生产情
况。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企业运行机制、技

术研发情况、人才培养等工作情况，并同企业
的创新创业人才进行交流，了解企业人才引
进、措施激励、配套环境等工作开展情况，帮
助人才解除后顾之忧。

“面向‘十四五’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荥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人才。通过观摩
活动，了解到企业在人才需求、人才服务方面
的迫切要求。”荥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李继锋告诉记者，荥阳将以“产业
链”引领“人才链”，以“人才链”支撑“产业
链”，坚持“人才有所呼，我们必有应”的原则，
尽全力做好人才服务，鼓励人才继续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助力荥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爱残疾人携手共逐梦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张宁 刘梦灿 文/图）12 月 3 日
是第三十个国际残疾人日。昨
日，中原区残联在中原区育智学
校举行系列活动，表达对残疾人
的关爱，并感谢为支持残疾人事
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心企业
及企业家们。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慷慨解囊，
以送棉衣、送书包、送防疫口罩等
形式表达对残疾人的关爱，鼓励他
们融入社会、融入生活，找到自
我。本次爱心捐赠活动中，河南崇

本堂沉香科技研究院为中原区育
智学校的孩子们捐赠羽绒服 92
件，总价值 2.2万元；中国国际沉香
艺术收藏鉴定有限公司为兰花草
艺术团捐赠口罩 6400 个，总价值
5120 元；河南涵之宝贸易有限公
司和河南顺之安建材有限公司为
育智学校的孩子们各捐赠书包 50
个，总价值 5950元。活动现场，中
原区残联向爱心企业和爱心企业
家授予了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

中原区育智学校的同学们表演
了舞蹈《一闪一闪亮晶晶》《画爱》，

非洲鼓《稻香》。精彩的成果汇报演
出，展示了残疾人教育的成果，使孩
子逐步恢复健康，能和正常人一样
融入社会，展现自我。

中原区兰花草残疾人艺术团
的文艺志愿者们表演了精彩绝伦
的轮椅舞《不忘初心》(如图），女
声独唱《幸福中国走》。活动现场
气氛热烈，充分展示了残疾人身
残志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展现了残
健融合、携手追梦、共建和谐的时
代主题。

荥阳以人才团队引领支撑产业发展

喜气洋洋选新房

扮靓文明城市
志愿从我做起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杜华玲 文/图)12月 2日，
郑东新区商都路社会工作服务站普惠项目社工带领辖区志
愿者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志愿从我做起”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身穿红马甲，拿着垃圾钳、垃圾袋，沿街
捡拾纸屑、烟头等散落垃圾。大家还把街道和各个小区门
口的共享单车统一摆放到非机动车道上的自行车停放点。
在街头，志愿者对路段乱停乱放、电动车逆行、乱扔垃圾等
不文明行为进行现场劝导。

通过志愿者的宣传，居民纷纷表示会从点滴做起，从身
边小事做起，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

法律服务送社区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张蕊）“今天的宣讲让我受益匪

浅。我也要担起责任，多向群众宣传家庭关系方面的法律知识。”12
月 2日，听完“法律服务送社区”活动之妇女法律维权专场宣讲后，上
街区峡窝镇上街村妇女主任王艳霞发出感慨。

据了解，上街区委社治委今年6月份起在全区启动“法律服务送
社区”活动以来，围绕创建“一支队伍”、制定“一个规划”、用活“一片
阵地”的“三个一”工作要求，组织由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工作人员
组成的法律服务宣讲团，不定期走进各个社区（村），针对不同群体
开展法律知识、法律咨询活动。在“宪法宣传周”来临之际，上街区
委社治委又联合区妇联、区残联、区检察院、区法院开设了妇女儿童
权益、残疾人权益保护两个专场宣讲活动。截至目前，上街区共开
展“法律服务送社区活动”法律宣讲170余次，受众万余人。

“今儿个心情就像石榴一样甜”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耿志烈 崔琳 文/图）为提升辖区居

民间的邻里关系，营造邻里融洽、互帮互助的社区居住氛围，11月
28日上午，文化路街道博物院社区联合街道社工站及乐年华社工在
乐佳苑举办“真情犹存情暖邻里”社区友好活动，邀请社区老人欢聚
一堂。

“未成曲调先有情”。活动还没开始，博物院社区活动室里就坐
满了前来参加活动的老人，社区工作人员给老人们准备了点心和水
果，葫芦丝社团老师们演奏的《十里送红军》为活动“暖场”，引得在座
的老人们一起轻声哼唱，大家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

活动最后，社工站的社工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还为 80岁以上的老
人送上了米、面和火腿肠，以示慰问和关怀。参加活动的丁老先生获
得感满满代言说：“这场特别活动真是为我们的生活增光添彩，节目
丰富，心里倍甜，今儿个心情就像石榴一样甜。”

加快推进乡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