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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干成了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
今后五年，期待着大汝州大发展大崛起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施
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新建、改扩建
城区小学、幼儿园10所以上。积极创建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出台优惠
政策，实施优秀教师引进工程，支持规
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快科教园区建设，
市一高、中医药学校新校区实现暑期正
常招生。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推动
创业带动就业，重点支持大学生和返乡
农民工创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2万
人以上，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
万人。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
准。建成社会救助中心，推进乡镇标准
化敬老院建设，加强农村留守人员关爱
服务，切实兜住困难群体民生底线。

加快健康汝州建设。加快市人民
医院综合大厦、新中医院、新妇幼保健
院、新三院建设步伐。建成三级甲等综
合性医院主体工程。引进床位600张以
上医养结合体1家。改扩建乡镇卫生院
6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争创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市。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保护性开发

张公巷汝官窑遗址、文庙、钟楼、法行寺
塔等文化资源。建成“四馆合一”项
目。完成60%以上行政村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治理整顿。推进平安汝州建设，建立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陈天富在报告中说，2016年，面对错
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
务，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团
结依靠全市人民，凝心聚力，务实重干，打
基础，上项目，谋发展，圆满完成了年初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主要经济指标跃入直
管县前列。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398.7亿元，增长9.5%，增速居10个直管
县第1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1亿元，增
长15.2%，总量和增速均居10个直管县第
3位。在省直管办考核的28项经济指标
中，14项指标处在前3位。

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我们“无
中生有”，新建了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
园，建成了73栋标准化厂房，160家机绣
企业、1300条生产线投产运营，被评为全
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汝瓷小镇快
速推进，汝瓷文化产业园被评为全省重点
文化产业园区。建成了“互联网+”电子
商务产业园，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
宁易购等知名电商落户汝州，农村电商网
点实现全覆盖，发展电商企业 4000多
家。现代农业稳步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达到1320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实现全覆盖。

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化。汝登高速、
广成东路景观大道全面通车，老城区道路
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开工，207国道改线工
程、向阳路东延等项目顺利推进，新建改造
城市道路68公里，硬化背街小巷72公里，
东区“七横四纵”路网初步形成。中央公园
和五湖水系连通工程、森林公园、滨河公
园、“四馆合一”等重大项目加紧建设。汝
河湿地公园通过国家批复。63个公园游
园 建 成 开 放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36.3%。15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实施，
拆迁面积138万平方米。焦村、夏店撤乡

建镇。城镇化率达到43.3%。农村人居环
境显著改善，建成达标村、示范村230个，
新申报省级美丽乡村试点9个，骑岭乡安
庄村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乡村。全年植树
造林5.3万亩，新增省级生态乡镇4个。我
们上下同心、全民参与，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城市面貌得到较大改观。

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直管县体制改
革、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市民之家建成
投用，集中审批服务事项509项。商事制
度改革全面推进，市场主体净增1.2万户。

“营改增”、公车改革扎实推进。城管综合
执法、食品药品监管体制、不动产登记制
度、农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顺利完成。投
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八大投融资
公司累计实现政策性、低息、长期的融资突
破100亿元，有力支持了城乡基础设施和
公共事业发展。积极推行国家倡导的PPP
模式，发布项目56个，我市被评为全国推
广PPP模式成效明显市。完成煤炭企业去
产能任务。对外开放成效明显，实际引进
省外资金68.8亿元。

民生事业取得新进步。覆盖城乡的社
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多层次住房保
障体系初步形成。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4
所，市区新建迁建中小学校6所、改扩建13
所，“入学难”和城区大班额问题得到缓
解。科教园区一期基本建成。天然气工程
基本实现城区全覆盖，集中供热工程全面
实施。新开通公交线路2条，新购公交车
辆35台，建成城市绿色骑行系统，投放自
行车1000辆，群众出行更加便捷。改建农
村公路370公里，改造农村危房917户，解
决1.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6168名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风穴寺免费开放。累计评选星级文明村
333个，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信访形

势不断好转，我们实现了从信访大市到信
访先进市的转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文物、体
育、档案、史志、气象、人民防空、广播电视、
外事侨务、民族宗教及“三会一部”等工作
取得新成绩。

这五年，综合经济实力全面提升，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总值由280亿元增加
到近400亿元，年均增长8.6%；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由11亿元增加到23亿元，实现
翻番。三次产业比重由11.5∶57.8∶30.7优
化为9.7∶45.2∶45.1。

这五年，我们下功夫办了一些民生实
事，群众的幸福感明显提升。通过开展“创
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活动，基本解决
了城乡脏乱差问题，城乡面貌得到有效改
善，大气环境得到有效治理，道路宽了，街
道净了，绿地多了，环境好了，广大群众安
居乐业。

这五年，我们干成了一些打基础利长
远的大事。城乡总体规划获省政府批复，
确立了“汝瓷文化名城、山水宜居绿城、
豫西南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谋
划实施了七大园区、三个小镇，规划建设
了广成东路景观公园、中央公园、滨河公
园、森林公园，城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超过
1.5万亩。

这五年，我们获得了一批国家级荣誉，
对外形象显著提升。先后荣获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市、全国农民工返乡创
业试点市、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市、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市、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
市、全国“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先进市、
中国汝瓷文化之乡。汝瓷荣获全国“质量
之光”魅力品牌。先后有多个县市区到汝
州市参观考察。

2016年及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经济社会发展迈入全省前
列。产业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两基
地三中心”初具规模。实现“三个高
于”，即主要经济指标和人均指标年
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直管县平均
水平。到2021年，生产总值突破
6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50亿元。

——区域性中心城市初步形
成。中心城区功能不断完善，老城、
新城、产城和“七大园区”协调发展，
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温泉小
镇、汝瓷小镇、云禅小镇3个市域副
中心基本建成，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突破5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6%，
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城
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
延伸，80%村庄达到一星级示范村
标准。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增
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初步建立，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
步提高，云计算、大数据、“互联
网+”等业态快速发展，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走在全省前列。到2021年，
高新技术产值突破140亿元。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主基调。到
2021年，森林覆盖率达到30%，森
林蓄积量达到150万立方米以上。
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
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
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
城市。

——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三洋铁路、呼南高铁、城市有轨电
车、城际铁路、汝唐高速和汝州至汝
阳、登封、宝丰快速通道全面通车，
建成城市二环、三环，干线路网、农
村路网及市政路网全面升级改造。
到2021年，国省干线公路总里程达
到400公里。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明显提
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
高。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
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
提高。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今后五年的主要预期目标

陈天富在报告中说，今后五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也是汝州市加快发展、跨越崛起的
关键时期。按照市七次党代会的整
体部署，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省委书记
谢伏瞻调研指导汝州工作时的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打好

“四张牌”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产
业转型，着力加快新型城镇化，着力
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加强生态建设，
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奋力建设生态
智慧健康文明幸福的新汝州，勇于
争当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头兵。

今后五年工作打算

2017年工作安排
陈天富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全面落实市七次党代会部署，各项工作全面发力的一年。我们将坚持“创环境、上项目、抓改革、求创新、惠

民生、当示范”的工作基调，全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约束性指标完成省政府下达任务。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

（一）全力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提升规划引领水平。按照“多规合
一”和城乡统筹要求，年底前完成全域
规划、专项规划、总体城市设计、重点片
区城市设计的编制和报批，完成新一轮
乡镇总体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修
编，实现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
严格规划审批和管理。

实施老城区改造提升工程。重点

办好六件事：一是解决部分主次干道破
损失修问题。组织实施百城提质城乡
示范线路建设。二是解决吃水难问
题。“五一”前第三水厂建成投运，开工
建设南水北调郏县至汝州输水工程，全
面更新改造城区老旧管网，保障供水安
全。三是缓解停车难问题。通过政府
补助、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建设社会

化停车场。四是缓解道路拥堵问题。
优化城区路网结构，打通断头路，有效
缓解交通拥堵。五是解决如厕难问
题。六是缓解校园门口拥堵问题。

提高城乡综合承载能力。全面开
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对现有公园绿
地进行海绵城市改造，建成8个海绵城
市示范项目。完成中心城区电网升级

改造。加快推进城市集中供暖工程。
推进天然气向乡镇延伸。中心城区全
面推行市场化保洁。开工建设静脉产
业园。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成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成立城市建设
管理委员会。

（二）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强化开放招商。发挥产业集聚区
招商主平台作用，突出汝绣、汽车装备
制造、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招商重点，
围绕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实行驻地
招商、以商招商、委托招商，全年引进区
外资金突破50亿元。抓好招商项目落

地，优化开放招商环境，依法从严打击
扰乱发展环境的违法行为，创造发展环
境的汝州品牌。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中央公园和
五湖水系连通工程、滨河公园、森林公
园和城区27个公园游园“五一”前基本

完工，争创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
实施域内外交通提升工程，做好三洋铁
路、汝唐高速前期各项工作。

加快三个特色小镇建设。温泉小
镇乐华欢乐城、沐心小镇等项目，年底
前核心区一期建成；全面推进汝瓷小镇

汝瓷大师园、陶瓷质量检验中心、汝瓷
博物馆、创客园区等项目，年底前核心
启动区和特色文化区建成开园；加快云
禅小镇规划进度，完成游客服务中心、
规划展览馆、礼佛广场等项目建设。启
动建设九峰山野生动物园。

（三）着力提升工业和产业集聚区发展水平

加快专业园区建设。投入20亿元，
建成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汝绣产
业园三期、光电信息产业园，新建标准
化厂房60万平方米以上。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产业，加快建设东方集团建筑

产业化示范园区。推进朝川1000亩新
能源产业园建设，鼓励支持朝川焦化、
天瑞焦化、汝丰焦化等企业延伸产业链
条。支持天瑞铸造、郑铁三佳等企业开
发新产品，培育以智能化生产为重点的

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加快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

对产业集聚区内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
局，加快推进学校、医院、消防等公共服
务配套工程，实现所有企业供电、供水、

供气全覆盖，建成经三路、经七路、纬八
路东延三条道路，全面完成工业大道改
造提升和望嵩南路、霍阳大道、宏翔大
道、幸福大道4条道路绿化及游园建设，
建成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

（四）着力抓好农业农村和脱贫攻坚工作

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在保证小麦
面积、产量、质量的基础上，调优农业种
植结构，逐步减少玉米种植面积，扩大
花生、大豆、红薯等杂粮及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新建、
改造高标准粮田8.5万亩。提升农业规
模化耕种水平，创建全国农业全程机械

化示范市。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设施园艺、生态休闲、农产品加
工等业态，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促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实施易地搬
迁扶贫工程，加快焦村镇槐树村等8个

整村搬迁试点建设进度，实现3800名贫
困人员顺利回迁。

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高
标准建设精品线路，启动绿色村庄和文
明庭院创建活动，建设美丽乡村。

大力实施生态汝州建设工程。高
标准建设汝登高速、宁洛高速和新207

国道、侯饭线等国省干道两侧的永久性
公益林，完成乡镇生态廊道建设2万亩，
完成荒山造林4万亩、森林抚育2万亩，
积极争取国家贴息贷款储备林项目，持
之以恒植树造林，织密城乡绿网，让绿
色拥抱我们的家园。

（五）着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突出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产
业。深化与腾讯、京东等知名电商合
作，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
业。深入对接省自贸区建设，启动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仓储物流中心，支持天瑞
集团、汝绣企业建设公共海外仓，招引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2家、企业10家以

上。
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业。恢复运营

人行人民币代理发行库，建成金融大
厦，引进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10家以
上，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鼓励企业上市
融资，新增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5家，中
原股权交易中心展示挂牌企业15家。

提升商贸物流业发展水平。深化
与顺丰、申通、圆通等物流企业合作，推
进天瑞物流、机绣仓储物流等项目建
设，完成市乡村三级物流服务站点建
设。启动商贸物流标准化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

加快发展旅游业。完成全域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创建风穴寺、怪坡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建设大红寨—云
禅小镇—九峰山—温泉小镇等一批精
品旅游线路，招引大型城市商贸综合体
5家、星级酒店3家，开工建设五星级酒
店1家，创建国家旅游标准化试点市。

（六）着力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继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深
入开展“十五小”综合整治，依法全部取
缔到位。持续做好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秸秆禁烧等工作。加强建筑扬尘治理，

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加快调
整能源结构，严控散煤管理，增加清洁能
源供应。持续开展黄标车、老旧车淘汰
专项行动，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

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攻坚战。采取
控源截污、垃圾清理等措施，加大黑臭水
体治理力度。全面推行河长制，深度治
理北汝河，综合整治洗耳河。全面完成

石庄、城东、庙下污水处理厂设施和配套
管网建设改造，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再生
水利用率。加快建设中水管网系统，城
市园林绿化、道路清洗优先使用中水。

（七）着力推进改革创新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落实“多证合
一”和注册登记全程电子化制度。推进
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电子化。持续打
好国企改革攻坚战，完成3家国企改制
任务。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国有
资本经营公司转型发展，推行职业经理

人制度，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
现融资、投资、收益良性循环，今年投融
资公司总资产要达到300亿元，储备可
用于出让的土地2万亩以上，进一步提
高“造血”和偿债能力。发行第三期城
投债，深化与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

银行合作，全年实现重大PPP项目融资
100亿元以上。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工作，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推进农村
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经营权抵押贷款
和入股，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实施最严

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深入挖潜耕地
后备资源，争取储备9万亩以上，当年整
理复垦1万亩以上。强化创新驱动，建
设工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5个，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5家。

（八）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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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汝州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该市文化体育中心隆重开幕，陈天富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