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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工作模式、转变工作作风

二七区打造经济发展与大气污染防治双统筹先行区
今年以来，二七区经济生态齐发展，采取措施打造经

济发展与大气污染防治双统筹先行区，通过多种创新工
作方法，再次将打造“三个二七”、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复合
型城区推向新高潮。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整治之间，二七
区是如何做到“双统筹、双融合、双促进”？从二七区转变
发展方式、转变工作模式、转变工作作风的探索和实践三
个方面来看看。记者 陈锋 范光华 刘伟平 文/图

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和实践
经济发展与环境整治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

7月18日，吃过晚饭的二七区泰宏建业小区居民曹书杰带着孩子来到院门口的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
散步。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是二七区重点建设的生态环境项目，绿化总面积280万平方米，建成后相当于
10个碧沙岗公园。

“生活条件、居住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曹书杰说。虽然公园尚未完工，周边也有不少建筑工地，但附近居
民并没感觉太多的吵闹和建筑粉尘、垃圾。

在部分人看来，经济发展与环境整治就是此消彼长甚至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顾此”必然“失彼”。
二七区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两组数字：全区154个在建项目，数量居全市前列，扬尘治理达“7个

100%”，100余万立方米建筑垃圾全部清运完毕，379家“散乱污”企业全部整治到位，PM2.5、PM10、综合
指数排名全市前列。

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预算收入增长2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4%，超过全
市平均水平。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整治之间，二七区如何做到“双统筹、双融合、双促进”？

7月起，郑州市对各县（市）、区的空
气质量进行周排名。第一周，二七区就
受到奖励。同期通报的第二季度全市精
细化考核成绩，二七区以 81.57分位列
全市第一。数据显示，在全市城市精
细化管理年度综合考评中，二七区连
续两年排名市内五区第一。

成绩的背后是二七区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创新推进工作的不断探
索。二七区聚焦发展品质提升，把经
济发展与大气污染防治统筹起来、融
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整治环境，在整
治环境中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和大气污染防治“统筹
发展”这一思路，在全区经济发展与大
气污染防治双统筹先行区观摩推进会
上得到清晰的呈现。这次在马寨产业

园区召开的会议，通过多种创新方法
把经济社会建设与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统筹推进，对打造“品质二七、田园
二七、温暖二七”，建设现代化国际化
复合型城区作了清晰而具体的安排
部署。

二七区采取“互联网+”大气污染
防治模式，即整合平安建设、城管局、
环保局等全区监控资源，建成大气污
染防治数字化监控平台，对建筑工地、
重点区域和渣土车全覆盖监控，即时
发现、即时处理。引进“PM2.5千人计
划”专家团队，对全区空气污染颗粒科
学精准分析，建立在线监测、动态跟
踪、全程分析、科学调整、精准考核的
防治平台。为改善巡查区域面积大与
执法力量有限的矛盾，购置无人机对

建筑工地扬尘等行为高空监测，视频
信息实时反馈，即时整改，确保“看得
远、看得清、发现快”，确保快速反应、
及时取证、精准处理。

同时，统筹区政法委、公安、检察
院、法院等部门，成立大气污染防治保
障综合执法队伍。区法院建立环境资
源审判庭，区检察院加强对行政执法
的监督，形成依法保障的良性机制。

目前，全区154个项目，扬尘治理基
本达到“7个 100%”标准，全部实现复工
开工。105.9万立方米建筑垃圾全部清
运完毕。拆迁清零任务完成 80万平方
米，实现大头落地。379家“散乱污”企
业全部整治取缔完成。全区优良天数
达 69天；PM2.5、PM10、综合指数排名全
市前列。

近年来，二七区以独特的区位优势
及“品质二七”的先进建设理念，吸引
了不少大型企业前来抢滩入驻、投资
兴业。

2017年是二七区的“项目建设奋
力推进年”，150个影响力大、带动能力
强的项目，总投资 3200多亿元。其中
仅生态项目就有 32个，总投资 130多
亿元。随着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等
生态项目的竣工投用，全区有望新增
绿化面积 2000多万平方米。

如何保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二
七区制定了“三定四推五落实”的强势
举措。包括定责任、定目标、定节点的
运作机制，推进土地运作、手续办理、

拆迁清零、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环节，
落实台账化管理、例会推进、督办督
查、观摩点评、考核奖惩机制，通过项
目推进促建设、强投资、调结构、惠民
生、求提升、转作风。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与命脉，二七
区坚持以项目实现产业提档升级，依
托产业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和实体经
济，促进产业投资增长、结构优化，构
建智慧化、国际化、高端化的产业支
撑体系。围绕争创省级经济开发区
和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马寨
产业集聚区、二七新区及二七特色商
业区建设。目前，苏宁物流园、中物
科技园等重点项目快速推进，以建设

城市次中心为目标，围绕高端商贸、
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生态文化“四大
产业”，加大选商引资、项目建设力
度，促进传统商贸业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全力打造中原时尚消费体验
展示厅。

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双提升，
换来的是产业大咖的侧目：6月底，保
利集团向二七区发出投资意向函，将
在建中街街道辖区投资，打造中原传
统建筑与民俗文化博物馆里传统与时
尚相结合的复合型文化商业区，名为
“豫见里”。不久的将来，生活在二七
区的人们吃喝玩乐、品味文化又将有新
的去处。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二者密不可分。二七区多管齐下，营造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凝聚共
建共享的强大合力：建强党支部，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群众自治组织、
志愿者服务队伍发挥作用，动员更多的

群众参与社区管理自治等工作，全区 8
万多名群众成为志愿者……

和曹先生一样感觉“很幸福”的，
还有住在老城区的“老郑州”们。中
原东路 79号院建于 20世纪 80年代，
基础设施陈旧。最近，五里堡街道开

展无主管楼院整治，让这个老小区又
焕发了青春——时尚的涂鸦墙、音乐
风替代了曾经的灰头土脸，主题楼栋
“益寿家园”“先锋家园”、小型“交换
空间”、连心长廊等楼院特色平添了
几分温馨。

BB 转变工作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找到统筹发展的“桥或船”

7月20日下午，烈日当
头，南三环亚星双河居项目
工地井然有序，挖掘机正在
进行土石方作业，雾炮车呼
呼响喷洒着水雾。作业区
外，土石方全部覆盖着防尘
网。工地的角角落落被
360监控尽收“眼”底，远在
区建设局安监站的高新杰，
用手机APP就能监控工地
的粉尘控制情况。

这是二七区创新方法，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一个缩
影，也是该区通过工作模式
转变提升工作效能的写照。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
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
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
句空话。

对于二七人来说，必须
找到行之有效、对症下药的
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解决
“桥或船”的问题，才能真正
抵达经济发展与环境整治
“双统筹、双融合、双促进”
的黄金彼岸。

这个“桥或船”，既在二
七人敢为天下先的机制创新
中，也在越来越智慧、越来越
实用的科技创新中。

7月 19日，二七区金水源街
道筹备组张李垌村工地内，一辆
洒水车正往刚平整覆土的空地
上喷洒绿色涂料。不一会儿，大
片裸露的黄土披上一层绿色外
衣。遥看像是盖上一层绿色防
尘网，走近一瞧，地表上原本松
软的新土结成了绿色硬壳，用手
按压也纹丝不动。

原来，这些看起来像是“颜
料”的防尘抑制剂是一种水溶性
复合剂、无任何污染的环保制
剂，将液态的扬尘抑制剂喷洒在
播撒过草籽的土地上，几个小时

后凝固，在土地表面形成坚硬的
保护膜，效果能保持6个月，一旦
草籽长出来，就能起到“一劳永
逸的效果”。

“以前使用防尘网，需要反复
盖网，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防
尘网不易降解，残留土壤里也有
污染。现在我们探索使用防尘抑
制剂，不仅效率高、持效长，关键是
更环保。”金水源街道筹备组工作
人员李育斌介绍，喷洒扬尘抑制
剂提高了工作效率，特别是在高
温等恶劣条件下，大大减轻了工
作人员室外长时间作业的负担。

包村干部王瑜亮算过一笔
账：扬尘抑制剂成本为每平方米
2.5元，效果能持续半年，其间草
籽长出来工地扬尘问题基本不
存在了；防尘网成本约每平方米
3元，风吹日晒、车辆碾轧易破
损，需反复覆盖还容易造成二次
污染。“同样 150亩地，20人 7个
小时才能铺完防尘网，而一台洒
水车 6小时就可以喷一遍抑制
剂。由于处在城乡接合部，该街
道拆迁工地超过3000亩，人手很
紧张，不放点儿科技大招，还真
不好抑制住扬尘。”

7月 19日下午 5点多，郑州
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监控中心，
宋晓霞正对着电脑查看全区工
地的监控视频，发现问题就在微
信群通知，相关工地“三员”看到
后立即整改，并把整改后的文图
发微信群进行回复，前后不到30
分钟。这个监控系统是二七区
打造的“互联网+”大气污染防治
体系的一部分。

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为例，

全区 154个工地，建设局配了 25
个监管员，根据工地大小分工，
有的人要巡查 20多个工地，一
天转下来，“步数轻松占领朋友
圈封面”。6月底，视频监控系
统装上之后，监控员足不出户，1
小时就可以巡查一遍，下载APP
终端后还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
地监控。

在大学路南三环附近，二七
区督查局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进

行高空巡查。无人机升空后，将地
面的一草一木尽收眼底，从地面的
视频接收机便可对地面状况一目
了然。短短20分钟，无人机就对
辖区5公里范围内的 7个建筑工
地巡查完毕。此外，渣土车运用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激光雷达走
行监测、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等
一系列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开
辟了一条“互联网＋”大气污染
防治新路径，实现了精准治污。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二七区
贾寨片区改造项目共450万平方
米，一期安置房 90万平方米，是
二七区同期开工体量最大的安
置房建设项目。

项目总经理说：“如果因为
环境问题被停工，一天的过渡费
就有50万元，反倒因小失大。”企
业实实在在尝到了环境整治的
甜头：自从项目实施建设与防尘

“齐头并进”，施工进度一天没耽
误，工地环境告别以往的灰头土
脸，变得赏心悦目，在全新的环
境里，工人们的热情也日渐高
涨。

【整治环境】打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思维定式

【狠抓项目】在项目建设中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关爱民生】发展与整治，全面参与共建共享

“神器”在此 扬尘不扬

科技多跑腿儿 市民少受累

环保小投入 企业大回报

CC 转变工作作风的探索和实践
统筹发展就要有一股精气神

7月23日，骄阳似火，侯寨乡罗沟村郑州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侯寨乡工作人员黄冠兵送走了最后一家商户，长出了一口气。从5
月1日华侨城项目全面启动，这个有着600间商铺的大市场就被列
入征迁名单。经过前期动员和细心工作，5天时间，所有商铺全部
搬空。“‘保姆式’服务果然奏效，比自己搬家效率还高！”

在一线锻炼干部，在基层提拔干部，重奖重罚鼓励担当，不让
“老实人”吃亏，在这种用人导向的激励下，二七区上下“一盘棋”，干
事创业氛围浓厚。

打造经济发展和大气污染防治双统筹先行区；在全市率先完成
建筑垃圾清运任务；6月底前278个工地全部达到“7个100%”；城
市精细化管理连续3年综合排名全市第一……

“为了‘天空蓝’，我们晒成‘大地
黑’，值！”7月 17日下午，在张李垌村
工地检查一圈后，金水源街道筹备组
成员李旭晨边走边和一线干部李少贞
打趣道。

时值三伏，酷暑逼人。不管是燥

热的早晨、傍晚，还是烈日当头的中午
时分，工地上、项目建设现场都活跃着
一些年轻的身影，哪里有需要，他们就
第一时间出现在哪里。他们说，被烈
日炙烤得日渐黝黑的脸庞，是与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最搭配的色彩。

为了“天空蓝”，我们晒成“大地黑”，值！

今年以来，全区累计抽调近 400
名优秀干部，到大气污染防治任务
重、征迁量大的乡镇街道进行历练，
列支 3亿元，建立 32个征迁小分队，
确保征迁清零工作经费和人力，形成
了人力物力财力向一线倾斜的明确
导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新一
届区委成立以来，二七区梳理了 150
个重大项目，分包落实到区四个班子
领导、乡镇街道和区直局委一把手，做
到责任明晰、目标明确、奖惩到位。为
了杜绝“用文件落实文件、用会议落实
会议”的形式主义，该区每月召开一次
全区层面的观摩点评会，实地查看重
点项目推进情况、现场解决问题，用

“点将”的方式，随机抽取区领导的分
管工作进行点评。

同时，该区把项目建设作为落实
的“保障线”、干部的“试金石”，通过项
目推进看干部的精气神、看干部的作
风、看干部的综合本领、看干部的工作
成效。

建立“红黄蓝绿”四色预警督办和
评价机制，在限定时间内仍无进展且
无正当理由延后的项目，进行约谈、告
诫，情况严重的启动责任追究和倒查
程序。预警情况系统会自动通过手机
APP或“蓝信”发送至项目分包责任
人，不间断进行提醒，结果将自动计入
单位和个人电子政绩档案，作为将来
考评、录用的重要依据。

项目建设在一线，历练和选用干部也在一线

在“重中之重”的环境整治和经济
发展方面，二七区主动担当，探索出
了一条“双统筹、双融合、双促进”的
路子。二七区从制度入手，建立了
干部能上能下、考核激励、容错纠错
等机制，建立督查系统、党建信息系

统及“1136”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来促进转变作风，
深挖广大党员干部的潜力，全区上
下逐渐形成了党员干部万众一心、
齐心协力、争先恐后干事创业的浓
厚氛围。

用制度催生和保护充足的“精气神”

6月份以来，马寨镇的干部职工
逐渐适应了“新常态”——督查组工
作人员手持酒精检测仪等设备，采取
随机抽查、不间断检查、不定时明察
等方式深入各科室，对迟到、早退、脱
岗、中午饮酒等现象进行严厉督查。

智慧督查系统是二七区率先在全
省建立的政务系统，面向全区抽调了

一批作风过硬、素质优良、能打硬仗的
精兵强将，赋予区督查局督促监察权、
直接处置权、建议奖惩权、参会阅文权
和否决权等5项特权，推动督查机制最
优化、平台智慧化、管控全程化、预警精
准化、形态随机化、评估绩效化、效应常
态化等“七化”，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促进全区上下进一步转变作风。

套上制度的“笼子”后，成效如何？

大气污染防治工地远程监控中心

金水源街道筹备组工作人员喷洒扬尘
抑制剂

航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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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广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