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李无双 美编：张妍 校对：姜军E02 报 要闻二七 时

本报讯 5月 11日上午，区
委副书记、区长苏建设一行来到
京广路街道金祥小区督导二七
区老旧小区整治提升工作，区政
府相关领导、区机关单位领导参
加督导。

街道负责人首先就金祥花
园基本情况向督导组做了汇报，
并全面介绍了小区整治方式、整
治措施、整治内容、工作进展、下
一步打算等方面。

苏建设肯定了金祥花园在
老旧小区整治提升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继
续保持，进一步发挥小区引领示
范作用。

针对下一步工作，苏建设表
示，一是要加强沟通协调能力。
在整治过程中，要积极协调各单
位、各部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保证项目施工进度。二是密切
联系群众。老旧小区整治提升
工作改的是环境，赢的是民心，
要充分发挥群众作用，不仅要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问计于民、
问民所需，更要充分调动群众

积极性。三是加强安全施工保
障。对外立面施工、外保温作业
等高空作业要增加防护设施，施
工现场增设围挡，确保施工万无
一失。

老旧小区是城市建设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是推动城市文明
程度提升的一剂“良药”，区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今后将进一步从
各小区实际情况入手，创新思
路、完善机制，积极指导、协调、
督导全区改造工作，切实做到让
老百姓安居乐业。记者 张改华

本报讯 5月 15日下午，
二七区宣传思想文化干部“改
进作风、增强‘四力’”教育实践
工作推进会召开，主要任务是
深入贯彻中宣部、省委宣传部
和市委宣传部的工作部署,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二七区实
际,对全区增强“四力”教育实
践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崔世英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
《二七区宣传思想文化干部“改
进作风、增强‘四力’”教育实践

工作实施方案》。
会议强调，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四力”教育实践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
工程，要把此项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确
保教育实践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要通过“四力”教育实践，
实现干部队伍的大提升，推动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守正创
新强起来，为“三个二七”高质
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郭佳星

市领导调研二七区工作强调，发挥区位优势

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献二七力量
本报讯 5月 14日上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到二七区调
研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广灿参加
调研。二七区领导陈红民、许广佑
等陪同调研。

胡荃一行先后来到百顺小
院、淮河路街道人大代表之家、百
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和建业足球

小镇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在连心
胡同、百顺小院和街道人大代表
联络站，胡荃听取了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人大
代表“结亲”楼院改造治理及人
大代表履职工作情况汇报，并详
细查阅了相关工作资料。胡荃
对二七区和淮河路街道创新推
行“一领四单”模式，特别是主动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和优势，参与
老旧无主管楼院治理的做法给
予肯定。

在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
胡荃现场察看德化街环境提升工
程、普乐天地项目施工情况，听取
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整体建设
情况，强调要做好业态升级和建
筑外立面改造提升，唤醒郑州市

民对德化片区的历史记忆，彰显
出片区的独特魅力。在建业足球
小镇，胡荃一行实地参观了建业
美好生活馆等。

调研中，胡荃肯定了二七区
在城市品质改造提升、人大代表
履职常态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他表示，二七区要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为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贡献二七力量；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进一步激发履职激情，更好地发
挥人大代表在推动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中的作用。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左学彬 周祎

二七区成立专家顾问团
为城市设计“把脉支招”

本报讯 5月 13日下午，二
七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二七
区城市设计专家顾问团”，邀请
国内顶尖的专家团队为二七区
城市规划设计献计献策、把脉
问诊，打造与“三个二七”和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相匹配的
城市环境，让这个城市更有品位、
更有深度。区委书记陈红民，
区委副书记、区长苏建设参加
会议。

大会宣布聘请中央美术学
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王中为“二
七区城市设计专家顾问团首席
顾问”，区委书记陈红民为其颁
发了聘书。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陈设艺术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
长张焕蓉，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
计学院讲师、中国公共艺术研究
中心主任李震出席仪式。

现场，王中以《艺术引导城
市创新》为题做了一场公共艺术
专题讲座，分别从公共艺术的内
涵、建设意义及“软城市”概念等
内容进行了阐述分享。

大会指出，此次演讲既有理
论高度，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指导性，希望大家通过这次
讲座，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
路、开阔眼界，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创新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
方式方法，以更高的站位、更宽

的视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
“城市精细化管理品质提升年”
各项工作任务，为高质量建设
“三个二七”和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做出新的积极贡献，努力
实现市民对品质生活的热切期
盼和美好向往。

随后，专家团一行到勤劳
街、康复后街、民主路实地考察
指导了城市品质提升工作，并从
专业角度给出了意见和建议，提
出要以国际化都市为定位，统筹
进行城市设计，注重整体搭配，
分清主次，对每一条道路挖掘活
力，增添文化元素。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郭佳星

本报讯 今年年底前，在全
区60%以上的楼院，特别是无主
管楼院高标准成立“三类组织”，
制定楼院“居民公约”，有序开展
居民自治工作；到 2020年底，全
区所有楼院实现“三类组织”全
覆盖，逐步建立健全楼院居民自
治组织功能和体系，构建楼院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新格局。

5月 17日上午，二七区召开
社区楼院居民自治能力提升暨
业务培训工作会议，对老旧小区
整治提升工作再部署。

据悉，二七区有社区 125

个、楼院（小区）1261个，其中
约 800个都是无主管楼院，占
了将近 2/3。目前，列入老旧小
区整治提升计划的楼院共有
386个，按照整治提升计划，这
些楼院要在 6月底前全部完成
立项。

基础差、底子薄的老旧楼院
想要“旧貌换新颜”，实现居民自
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
“这项工作如何干”的问题，二七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升建在会
上给出了答案——组建“三类组
织”，即建立楼院党组织，组建楼
院居民自治组织和楼院志愿服

务组织，不断推动基层社区微治
理模式的规范化、社会化和常态
化。制定居民公约，要遵循“易
记、易懂、易行”的原则，并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强
化居民“我制定、我承诺、我执
行”的自我约束意识。

深化“一征三议两公开”
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居民自治
工作制度、党群协商议事制
度、居民常态参与制度、居民
服务积分回馈制度等，指导楼
院居民自治组织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婧

区领导督导老旧小区整治提升工作

老旧小区改造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二七区386个老旧小区楼院要自治管理
已经列入整治提升计划，6月底前全部完成立项

改进作风、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二七区推动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上一层楼

本报讯 5月 15日上午，
二七区书法家协会第三次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总结过去、谋划
未来，为谱写二七书画艺术事
业新的篇章做好思想准备、组
织准备、工作准备。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二七区
书法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表决通过了《郑州市二七
区书法家协会章程（草案）》；投
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书协领
导班子，田占峰当选为区书协
第三届主席。

书画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书画事业是文艺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二七区书法家协
会自成立以来，在区委、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团结带领广大书画家
及书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继承创新、打造品牌，在
书法创作、学术研究、队伍建设
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近年来，区书协致力于传承和
弘扬二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
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积极配合
全区工作大局，认真组织举办
了一系列有积极社会影响的书
画大展、大赛及书画联谊活动，
对提升二七文化品位、树立文化
品牌，推动全区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申娜

二七区书法家协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 5月 16日，金水
区考察团到二七区五里堡街道
康复后街、解放路街道民主路
考察“路长制”工作。

二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路长制”工作开展情况，随
后考察团实地考察学习康复后
街的“火车拉来的城市”主题文
化墙，重点观看了“复兴号”模
型、“街头党建阵地”、“米”字形
高铁平面图、后现代主义风格
门头牌匾等特色亮点。

在民主路，考察团参观了
特色火车街景（小火车、十二生

肖）等特色街区文化，聆听了解
放路街道辖区文化以及民主路
景观背后的故事，参观“海绵步
道”“多功能盲道”以及被市民
多次夸赞的“口袋公园”和“网
红3D斑马线”。

金水区考察团对二七“路
长制”工作，尤其对二七区老城
区将基层党建和“路长制”深度
融合，把党建阵地建到了街头
巷尾等取得的成效给予肯
定，表示下一步将结合此次
考察成果，在辖区深入推进
“路长制”工作。记者 张改华

金水区考察团
考察二七区“路长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