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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日，二七区委
书记陈红民，区委副书记、区长
苏建设以及区四个班子领导，各
镇街道（管委会）党政主要负责
人、区直单位负责人，分成两组来
到南部城区和中心城区，对全区
2021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亮点
工作现场观摩，以观摩促落实、
以观摩找差距，确保“十四五”谋
好篇、开好局，为全区各项经济
指标实现“首季度开门红”打下
坚实基础。

此次观摩项目涉及总部经
济、现代商贸、生态环境、产业升

级转型等，观摩组一路看一路议，
全区项目建设生机勃发的景象、
健康发展的势头令人鼓舞、催人
奋进。

陈红民带领南部城区组先后
来到万科航海未来城“一园一路
一廊”、郑州名扬遮阳节能产业基
地、深国际北方区域总部智慧港、
灏宇数字包装产业园、二七华侨
城文化艺术中心、万科康养核心
板块右江路片区、亚星南岸大厦
和南岸商务中心、中国电信郑州
分公司电信枢纽楼等项目现场，
查看具体进展、查找分析存在问

题。陈红民表示，产业是区域发
展核心竞争力，要抓住项目这条
经济发展“生命线”，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把项目建设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主战场”，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注重选商
引资，发挥区域化优势，高标准
推进，做成精品；要认识到时间
紧迫性，抓住春季施工的黄金
期，建设过程因地制宜，加快大
头落地；要发挥“店小二”精神，
企业为主导、政府做服务，在产
业引导上、公共服务配套上发
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发挥

核心板块“发动机”作用，聚焦主
导产业，围绕项目进行招商，加
快项目落地；要发挥考核“指挥
棒”作用，加大项目建设推进的
奖优罚劣。

苏建设带领中心城区观摩
组，先后察看了嵩山大厦海一实
业有限公司、正商航海广场“双创
十字街区”项目、中央商务区项
目、普乐天地项目、丹尼斯大卫城
二七项目等观摩点。苏建设说，
各单位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按
照时间节点要求，精心组织科学

施工；要有的放矢，认真开展招商
引资工作，不断构筑招商引资新
高地，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
益；要加快在建重点项目推进力
度，确保落地项目加快建设、签约
项目尽快开工、在谈项目尽快签
约，主动对接企业群众纾困解忧，
尽快形成实物工程量和投资增
量；要形成合力，强力攻坚基础设
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淘汰腾退落后产能，实
行日调度例会制度，大干快上掀
起项目投资建设热潮。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郭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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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按照‘11463’
（突出‘一条主线’，服务‘一
个战略’，围绕‘四个方面’，
推进‘六大工程’，实现‘三个
起来’目标）工作思路，准确
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
点与关键，努力突破、争先出
彩。”4月 2日上午，二七区召
开宣传思想文化暨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会议，总结 2020年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对
2021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过去的一年，二七区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扎实履行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以项目化形式创新实施“六
大提升工程”，以政治建设为
根本深化“四力”教育，荣获
2020年度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连续4年荣获
“人民网网民留言办理民心汇
聚单位”；所推荐典型志愿者
井长安获评“全国疫情防控
最美志愿者”，是全市唯一入

选的最美志愿者；在全市率
先创新打造 3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在全市率先建
成“郑好看”小剧场，樱桃沟
景区、瑞光创意工厂、二七万
达、二七广场入选郑州“十佳
夜游好去处”。

2021年，二七区将聚焦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全力服务“三个二七”战略，
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坚
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
围绕理论、舆论、文化、文明4
个方面持续深化“六大提升
工程”，着力构筑“二七精神”
传播弘扬高地，让思想强起
来、文化立起来、力量聚起
来，为党守好思想阵地、为群
众守好精神家园，为高质量
打造“三个二七”、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提供
强大精神力量，以优异成绩
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献礼。记者 张改华

本报讯 3月25日，二七区委
副书记、区长苏建设带队调研二
七商圈，实地调研二七纪念堂门
前变电箱优化问题、南彩社区老
旧小区电力问题、二七广场下穿
隧道建设及华建大厦变电站合并
问题，并召开二七区与郑州市供
电公司电力问题专题工作调研座
谈会暨二七商圈重点区域综合
整治工作会议。区领导唐莉军、
兰海、武永祥及市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辛忠良等参加会议。

针对二七商圈区域电力问
题，苏建设表示，要提要认识，二
七商圈区域城市复兴工程是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二

七区一直以高标准、严要求推
进，希望市供电公司在基础电力
和智慧电力建设方面给予更多
支持帮助。

要建立工作机制。成立健全
领导专班，建立无障碍沟通机制，
针对重点问题迅速行动、快速落
实，确保质量，特别是二七商圈内
老旧小区改造、道路综合整治等
工程中涉及的电力问题，要建立
台账、明确任务、时间节点和责任
人，高效推进。

要强化融合建设。智慧充电
桩等智慧元素要在城市设计时统
筹考虑，加强智慧电力融入。同
时要积极研究相关政策，对于二

七商圈改造建设给予政策和资金
上的支持。

针对二七商圈重点区域综合
整治工作，苏建设表示，二七商圈
重点区域专项综合整治已进入攻
坚阶段，要依法依规全力推进。
友谊大厦等重点区域综合整治要
严格落实整治方案，联合执法、全
力攻艰。要注意方式方法，建立
长效机制，近期围绕拆除违建和
墙体广告、清理占道经营等综合
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要巩
固和扩大整治成果，严防反弹，
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形成常态
长效。
记者 张改华

二七商圈电力问题和综合整治咋推进
这个会议专题部署

本报讯 4月 5日，二七区委
副书记时博到马寨镇督导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整治工作，马寨镇
主要领导陪同。

时博一行先后到马寨镇在建
工地、“六小”门店、（社区）楼院等
进行实地检查，逐一察看各方面

环境卫生整治情况，指出问题并
提出整改要求。

时博说，各村（社区）、有关部
门要加强排查，重点对小散乱污、
积存垃圾、黑臭水体、旱厕等问题
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发现问题不
遗漏；要对存在问题立即整改，并

对问题进行举一反三，由点及面
整改落实，建立问题台账，立即
通报、立即整改，高标准整治到
位；要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进
一步加大巡查力度，确保整治实
效，全力以赴做好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记者 张改华

区领导督导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全面排查问题 高标准整治到位

本报讯 3月31日上午，二七
区组织工作暨老干部工作会议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总结
2020年工作，并对2021年工作任
务进行安排。

2020年，二七区组织工作以
党的建设为统领，在服务大局中
提高政治站位，在聚焦主业中把
握职责定位，在稳中求进中积极
主动作为，全区组织工作在服务
大局中取得新突破、新提升、新成
效。疫情期间，在基层卡点成立
临时党支部 174个，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党建引领下的“祥云里”

老旧小区改造、“三路一园”美丽
街区建设、陈顶美丽乡村打造等
成效显著。累计建成省级规范化
社区 57个、完成亲民化改造 34
个，位居全市第一。高标准推进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公开
选任 140余名社区专职工作者，
选派 55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急难
险重岗位摔打磨炼。

2021年，二七区组织工作将
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完善
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为重点，以建设政治过硬、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为关键，以实施

“二七人才新政”集聚优秀人才为
支撑，着力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
二七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2021年，全区组织部门要
坚持扬优势、锻长板，破难题、补
短板，持续发挥组织优势，持续提
升组织工作质量和服务中心大局
能力水平，为全区‘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加快‘三个二七’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
委主要领导对全年组织工作提
出要求。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伟

二七区召开组织工作暨老干部工作会议

持续发挥组织优势 提升服务大局水平

二七区召开宣传思想文化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持续深化“六大提升工程”
构筑“二七精神”传播弘扬高地

本报讯 为切实将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推
动全区政法工作新发展的新
举措、新思路，3月 28日，二
七区召开区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现场观摩暨工作推进会，
区委政法委、区政法各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参
加会议。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首先集体观摩了区人民法
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司法
局、二七公安分局、火车站分
局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
况，实地察看档案记录、工作
简报等资料，以工作推进会
的形式进行经验交流。

在第二阶段推进会议
上，区政法各单位纷纷表示，
此次现场观摩活动各单位相
互交流借鉴、取长补短，开阔
了眼界、增强了信心。

会议强调，全区政法各
单位要统筹谋划工作，紧扣
教育整顿主题、聚焦目标任
务，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举
措，以教育整顿为契机，进一
步转变工作作风、严肃纪律
规矩，持续营造严的氛围、学
的氛围、干的氛围，紧紧围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
铁的纪律、实的作风推动全
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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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