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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全区23个
贫困村全部摘帽，7680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数
字乡村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走在
全省全国前列，得到国务院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高效高质完成了60
个文旅项目，系统打造了古近纪地幔
窗遗迹公园等特色景点，沿太行淇河
旅游风貌带品牌逐步形成，成功创建
省级生态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淇河湿地公园被列为国家级湿地公
园试点。以“数字乡村”“乡村旅游”
促“乡村振兴”的特有路径越走越实，

“乡村振兴样板区”初现雏形。
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正是淇滨

区乡村振兴发展大提质的生动实践。
——乡村产业不断壮大。新增

农产品绿色认证3个，形成饮马泉脱
毒红薯、仙果源猕猴桃等知名农产
品品牌16个。新建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点7个，上半年完成定性抽检任
务1000余批次，定量抽检160批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为
99.2%，位居全市第一，成功创建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区。龙岗乡村振
兴产业示范园被央视综合频道、新
闻频道，新华网、人民网等多家媒体

竞相报道。
——农村人居环境大幅改善。

累计建成森林乡村34个、森林特色
小镇2个。成功申报省级以上传统村
落7个，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4个，
命名“四美乡村”4个，评选挂牌“五美
庭院”100户，钜桥镇被命名为第一批
省级“美丽小镇”。高标准完成牛横
岭、岗坡等4个乡村振兴示范村规划
编制。

——农村改革稳步推进。75个
行政村、16个村改居社区实现农村集
体经济股份合作组织全覆盖，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农村今日景色新，修路改厕建家
园，陈规陋习随风去，乡风文明拂面
来，农家今朝醉春风……淇滨区正走
出一条富有淇滨特色、承载田园乡
愁、体现现代文明的乡村振兴之路。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
发。淇滨区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
一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
勇争排头，加快高质量富美淇滨建
设，为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贡献力量。

淇滨区淇滨区 风鹏正举势如虹风鹏正举势如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淇滨宣

心有所信，方
能致行千里。今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也
是鹤壁市推动高质
量发展再出发的关
键之年。鹤壁市淇
滨区在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下，在
明势顺势中把握态
势，在服务大局站
位全局中勇开新
局，在变与不变中
笃定前行，明确“项
目为王、产业为要、
突出智造”工作思
路，在站位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中展作为、育
精神、蓄实力，奋力
在全市“两个高质
量”建设中争当排
头兵。

东风浩荡满眼春，万里征程催人
急。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之际，学党史的热潮在淇滨区高昂激
荡。

以传唱红色歌曲为主题开展千
余场“全民唱红歌”比赛活动；举办讴
歌一线先进典型和党员模范为主题
的朗诵大赛200余场；组织1600余
名知名画家和书画爱好者一起创作
2000余幅作品……唱红歌、写红文、
诵红诗、书红字、办红展，淇滨区在党
史学习中创新性开展的“五红同映”
活动，通过对党的历史广泛宣传、创
新宣传、多形式宣传，提升党史学习
教育的多样性、参与性和触及心灵的
影响力。

“党旗耀淇滨·献歌送给党”“光
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创新开展“支部故
事会”……淇滨区开展了一系列形式
多样的活动，在全区营造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浓厚氛围。

淇滨区还创新实事办理机制，在
深化学教结合中提升惠民实效。围
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和开局

“十四五”重点工作，对照梳理出群众
“急难愁盼”的问题清单，逐条逐项分
解落实、跟踪督办。目前，全区科级
以上党员干部累计办理解决各类民
生实事1800余件，切实打通民生“堵
点”、消除民生“痛点”、清理民生“瘀
点”。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

6月28日下午，全国“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淇
滨区黎阳路街道福源社区党支部获
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社区党支部
书记赴北京领奖。

这一荣誉的获得正是淇滨区始
终把党的建设摆在各项工作首位，不
断探索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径，开
创新时期党建工作新局面的缩影。

——针对党建工作融合发展、一
体推进的需要，淇滨区通过基层社区
党组织牵头，广泛吸纳辖区内的学
校、医院等各领域各类型党组织组建
社区“大党委”，不断壮大社区“党建
朋友圈”，充分发挥各行业、各领域的
资源优势，努力构建互联互动、共建
共享的工作格局。

——针对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基
层管理服务作用越来越重要的实际，
淇滨区将城区划分为55个网格、273
个微网格，机关单位党员干部全员下
沉分包网格，深入基层一线，增加服
务内容和服务力量，通过网格联合党
支部，实现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有
效融合，让基层治理有了新的生命
力。

——针对城市建设管理新矛盾
新问题不断增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向往新期待不断提升的实际，
淇滨区创新开展“全域建强·红映淇
滨”基层组织力提升行动，通过抓党
建项目，切实解决了社区治理难题，
提升群众满意度，打造了全域建强的
基层党建新格局。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淇滨区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开局的立根铸魂、夯基固
本的政治任务来抓，结合全区干部群
众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聚焦建设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打造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
区，锚定“排头兵”目标定位，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谱写了高质量党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高昂旋律。

发展是时代的命题，时代是奋斗者的
舞台。仲夏时节，淇滨区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恰如火热骄阳，激情澎湃，一股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势能在全区不断积聚。

在鹤壁东区掀起项目建设大提速热
潮。鹤壁东区以“龙头+带动”的方式推
动产业快速集聚，目前已有京东、阿里、腾
讯、航天宏图等19家“头部”企业落户，带
动和吸引299家新经济企业入驻园区，去
年数字经济交易额突破30亿元，产业发
展呈现快速集聚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
年，“六纵七横”路网分段“并联”施工，子
张大街、泰伯大街、谷风路竣工投用，路网
框架基本形成，真正实现了“天堑通途”；
360大厦、百佳制造产业园一期，中贸源
丰、凯陆电子等智能制造项目投产运营；
国内领先的遥感和北斗导航卫星应用服
务商航天宏图全面运行，实现空间地理信
息的采集、处理、应用，年产值达到5000
万元；中科曙光数据方舱生产基地入驻应
急智能制造产业园并运行投产；鹤壁东区
今年将引进龙头企业10家以上，智能制
造企业30家以上，新经济企业30家以
上，实现数字经济交易额超50亿元，打造
高质量发展城市创新引领区。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东区
强”，淇滨区创新建立“项目长”分包机制，
每个项目明确1名县级干部作为“承包
人”，包开工、包建设、包进度、包融资、包
竣工，一包到底，形成举全区之力抓项目
大干快上的工作局面，确保项目推进提速
增效。

一系列的超常规举措保障了鹤壁东
区建设的超常规效果。

位于淇河之畔的商务中心区建设同
样开始提质增效。

——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大力培育生
产性服务业，推动总部经济、新媒体、金融
类等业态集聚发展，上半年新入驻企业
64家。

——以形象提升为重点，大力实施灯
光亮化、景观绿化、街道美化等提升工程，
加快学校医疗、大型商超等生活性配套服
务设施建设，不断满足居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需求。

——以晋星升位为目标，精心编制新
兴服务业发展规划、产业链图谱，按图索
骥、以谱招引，力争全年新入驻品牌企业
100家以上，营收60亿元以上，稳定就业
1.5万人以上，力创四星级服务业“两区”。

征程乍起，满目葱茏；潮平海阔，千帆
竞发。淇滨区紧紧围绕全市建设“三个强
市三个鹤壁”、实现“三富三美”发展目标，
勇往直前、奋发进取，为谱写高质量富美
鹤城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作出淇滨贡献。

每天清晨，在最美樱花大道沿
路，成群结队的市民摆臂迈腿，跑步、
散步；不远处的小区旁，覆盖完善的
公交系统让出行更加方便；走路10
分钟，便可在物美价廉的超市采购食
材……如今的淇滨区，正加快将群众
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变成现实。

城市的发展，承载着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务人民所需，正
成为淇滨区城市建设管理的核心价
值。

今年以来，淇滨区围绕城市建设
管理工作，扎实开展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品位显著提升。

——强力谋划实施城市综合提
质更新项目，全力推进“10分钟生活
圈”建设，打造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

——老旧小区、老旧街区改造整
治初见成效，2020年24个老旧小区
改造全部完工，今年计划改造20个
老旧小区、158栋楼，加快推进物业管
理全覆盖，实现“一次改造、长效管
理”；坚持改造与发展并重，军民“食

字街”等特色街区提档升级，消费潜
能得到激发。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全面推
行，已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3个、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58个，目前九州、长
江两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在
建设，今年年底前实现居家社区养老
全覆盖。

——公共服务短板加快补齐，新
建便民市场3个，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10个，以500米为半径实现城区全覆
盖。

——生态宜居环境优美宜人，建
成居民健身广场155处、公园游园37
处、运动场地15处、健康步道79.5公
里，高水平提升了华夏路、二支渠为
骨架的十字景观带，打造主城区“中
央花园”新地标。

城是人的城，城是人的家。淇滨
区主城区城市建设大提升，让百姓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大幅提升，让城
市环境更加宜居，城市功能更加完
善，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发展更有品
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辉煌见证辉煌见证 出彩鹤城出彩鹤城

360数字城市安全大脑项目进展顺利 张志嵩 摄

充满活力的鹤壁市商务中心区 李易 摄

大河涧乡仙果源项目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 张志嵩 摄

鹤壁东区5G产业园 张志嵩 摄

华为国内领先的遥感和北斗导航卫星应用服务商，航天宏
图已全面运行。 张志嵩 摄

淇滨区天籁游园，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张文凯 摄

上峪乡白龙庙村民宿5号山谷 管俊卿 摄

正方向 激发党建“新活力”

强产业 澎湃转型“新动能” 靓家园 诠释城市“新内涵”

引蝶变 绘就魅力淇滨“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