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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二七区四年两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本报讯 7 月 18 日，中央宣
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
等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志愿服
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和全国疫
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入选名单在
中国文明网上公示，二七区五里
堡街道办事处王立砦社区居民
井长安入选全国疫情防控最美
志愿者。
据悉，这是继 2016 年大学
路街道康桥华城社区被授予全
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荣誉称
号后，二七区志愿服务工作获得
的又一国家级殊荣。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王小婧 李娜

建立“老邻居”志愿服务队，带动 240 名居民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井长安在新冠疫情初期自发组建一支
15 人的志愿服务小分队，大年初二主动“请
战”，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他以“老
邻居”的身份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社

会管控措施，排查居住楼院的 12 栋楼达 5 遍
之多，发动居民捐助物资 2 万余元缓解一线
人员就餐难问题……井长安的“老邻居”情
结催生了社区“老邻居”志愿服务队的建立，

影响带动了 240 名居民参与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疫情发生以来，井长安个人志愿服务
近 800 小时，由于表现特别突出被二七区委
组织部火线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333”工作法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品牌化、项目化和常态化
据了解，近年来，二七区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探索
推行“机制利民、资源益民、凝心聚民、品牌
惠民”，通过“333”工作法不断推进志愿服务
工作品牌化、项目化和常态化，助力“三个二
七”建设。
依托辖区河南省首个学雷锋“文明使
者”志愿服务站，建立站点 199 个，以志愿服
务阵地全覆盖建立阵地服务网络；组建“爱

心帮帮团”
“蒲公英计划”等 540 余支特色志
愿服务队，不断健全队伍服务网络；做好“二
七志愿进行时”微信公众号、
“文明二七”微
博等电子平台建设，为广大志愿者提供安全
可靠的网络阵地。
利用学雷锋日等重大节日，组织各类志
愿者和组织集中开展定期服务；打造郑州市
首家“点单”式志愿服务公众平台——“二七
志愿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探索“居民点单、

区领导调研
“双改”工作
做到质量和效率并重，确保“路院同治”
尽快出成效
本报讯 7 月 19 日上午，二七区委副
书记、区长苏建设带队调研“双改”工作，
区双改办、相关专项指挥部、街道办主要
负责人陪同。
苏建设一行先后到嵩山路试验段 41
号楼、祥云里小区、瑞光片区、京广路中原
路、南下街 37 号院实地察看城市道路综
合改造工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进展
情况。
苏建设强调，道路和老旧小区改造事
关群众切身利益，也是“三项工程 一项管
理”的重要环节，各项工作开展要在保障
居民正常生活的同时，做到质量和效率并

重，确保“路院同治”
尽快出成效。
调研最后，苏建设对下步工作提出五
点要求。一是要紧抓节点，加快进度。嵩
山路试验段 41 号院电力管线迁改要抢占
工期，尽快入地，争取在汛期前完成路面
铺设，还路于民；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各
责任单位要加强沟通对接，确保按时完成
改造任务，争取每季度至少打造一个观摩
点。二是要规范施工，加强管理。要强化
安全管理，增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环保
意识，全力做好施工现场扬尘防控及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三是要提高标准、全域提
升。要统筹推动“一环十横十纵”道路建

设，重叠路段要提前谋划，力争一次性改
造完毕；要推动道路改造与老旧小区外立
面改造、强电入地等工作同步实施，推动
“路院同治”，形成“道路—街区—社区”综
合改造、全域提升的工作格局。四是要问
计于民、因地制宜。要坚持一院一策，设
计方案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打造一批质
量好、标准高的示范小区。五是要坚持示
范引领、党建引领。要坚持党建引领全过
程贯穿，全面形成改造合力，实现党建工
作与各项改造工程联动共荣、互促共进的
良好局面。
记者 景静

“助力乡村振兴，
人大代表在行动”

动员各级人大代表
主动投身到乡村振兴主战场

本报讯 7 月 9 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许广佑带队到樱桃沟管委会调研“助
力乡村振兴，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
开展情况。
在樱桃沟管委会，许广佑先后对豫
见·樱桃沟夜景灯光秀、樱桃沟农民画博
物馆、樱桃美术馆、樱桃沟足球小镇等区
域进行了实地调研，听取了今年以来管委
会发展“夜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城乡接合
部改造等工作情况介绍。

许广佑充分肯定了樱桃沟管委会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强调要进一
步动员、组织、引导辖区的各级人大代表
主动投身到乡村振兴主战场，为实现二七
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加
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做出积极
贡献。
就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工作，许广佑
强调，要聚焦“西美”功能定位与“沟域旅
游”融合，注重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做到

政府服务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市场监管与
规范管理相结合、长期性与季节性相结
合、线上推广与线下销售相结合，利用建
业大食堂、竹海钓鱼沟、农家乐等有利资
源，举办系列活动，以“夜经济”提升为突
破口，营造多元化全方位的夜间消费模
式，形成樱桃沟景区文化旅游产业“吃、
住、行、游、购、娱”的“夜经济”集聚区，焕
发景区发展新活力，
促进乡村振兴。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左学彬 周祎

二七区召开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动员会
本报讯 7 月 16 日，二七区组织召开
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
行动动员会。会议传达了《全市基层党建
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行动方
案》文件精神和具体要求。
区 委 常 委 、组 织 部 长 、社 治 委 主 任
王升建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全市基层党
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 集中攻坚”动员会

的会议精神，并结合二七区工作实际，围
绕党建引领“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两新”
党建提质扩面和空壳村清零及村级集体
经济提质等 3 个部分 10 项指标逐一进行
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各单位要对标对表，针对
基层党建任务进行项目细化，理清工作进
展情况、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明确每

个项目的具体目标，落实项目责任单位、
责任领导、具体责任人，层层动员部署，全
面压实责任；区、街道要逐级成立工作专
班，从区到镇（街道）再到村（社区），逐级
把图挂起来，对标对表推进，把任务做细、
把措施抓实；各单位一把手要针对三个方
面难点重点工作，亲自协调解决，专项督
办推进，
确保取得实效。记者 景静

社区下单、志愿者接单”的志愿服务新模式；
依托辖区 199 个学雷锋“文明使者”志愿服
务站，打造“一站点一特色”。通过“三服
务”工作开展，年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千余场，累计服务时长 460 万小时，服务 50
万人次。
在今年疫情防控中，二七区共招募志愿
者 12335 名，累计服务时长 1381919 小时，组
织开展线下、
线上培训 443 场次。

二七区举办
“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
政策知识专题培训会
本报讯 为有效落实市委、区委工作
部署，全面提升城市基层党建质量推进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工作水平和能力，
近日，二七区举办“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政策知识专题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以“党建工作与双改工作
融合推进”为主题，分别从“什么是双改工
作？如何做好双改工作？怎样坚持党建
引领融合推进双改工作？双改工作下一
步重点努力方向”4 个方面，就“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工作推进背景、推进举措、现实
重大意义等作了全面细致辅导。
会议强调，全区各单位要切实以培训
知识提升履职工作能力水平；要按照全区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推进会部署和开
展无主管楼院“服务社区、我当先锋”活动
要求，聚焦清洁楼院卫生、美化楼院环境、
规范楼院秩序、维护楼院安全、提升楼院
文明、加强基层党建“六大任务”，确保活
动取得实效；坚持每周四上午“集中服务
日”制度，全区 680 余名分包楼院干部要
做 到 带 头 亮 明 身 份 、带 头 组 织 学 习 、带
头 开 展 服 务 、带 头 争 当 先 锋 ，常 态 长 效
推进工作。
记者 景静

樱桃沟社区入选
“国字号”
乡村旅游重点村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
示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共
680 个村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二七区樱桃沟社区荣登榜单。
樱桃沟社区地处郑州西南部浅山丘
陵地区，凭借其优良的自然、人文资源，较
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先后获得了“中国
乡村旅游模范村”
“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基
地”
“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 河南特色
景观旅游名村”
“ 河南省科技示范村”
“河
南省生态文明村”，以及河南省定向运动
活动基地、郑开国际马拉松训练基地、郑
州市科普实践基地、郑州健康有氧散步基
地等荣誉称号。2019 年樱桃沟夜游灯光
秀——“豫见·樱桃沟”秘境魔幻之旅是全
省首个沉浸式夜游灯光秀，2020 年樱桃沟
管委会将启动田园文旅夜经济集聚区项
目，
打造河南省首个 MCN 网络直播基地。
记者 景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