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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滨区作为鹤壁市的中心城区，坚持
为民、惠民理念，创新社会治理，着力构建
全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努
力让居民“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积极推进城管部门改革，对城市综合
管理、城市执法等职能进行调整优化，理
顺体制机制，提升工作效率。全面推行网
格化治理模式，将城区划分为39个网格，
建立区、办事处、社区三级工作机制，实行
精细化管理，实现城市治理由定性到定
量、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树立互联网思
维，建立社会治理综合智慧中心云平台，
集党建、城管、信访、便民、司法、OA办公
等信息平台于一体，实现公共数据互联互
通，以信息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注重党员教育
培训、发展管理，积极推进“两新”组织建
设，试点推行楼宇党建、商圈党建、街区党
建等非公党建新模式，以基层党组织推动
社会治理。

打造了一批全国知名、全省一流的社
区服务品牌，被评为全省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实验区。去年建成社区养老机构32
个、农村幸福院33所，居家养老体系逐步
健全，被评为全省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
区。

树立“平安、和谐淇滨”理念，完善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2016年淇滨区在全省 157
个县区中公众安全感指数排第 16名，平
安创建工作跃居第2名，进一步提升了居
民安全感、满意度。

近年来 淇滨区大力倡导绿色出行，
积极建立公共自行车系统，截至目前共建
设站点145个，投放自行车3625辆，方便
市民出行。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环境治
理攻坚战，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营造蓝天、碧水优美环
境。天然太极图风景区、古刹金山寺风景
区、白龙庙风景区等景观星罗其间，淇水
诗苑、淇水乐园、淇河森林公园、淇河湿地
公园、淇河生态园等生态园林密布河畔。
淇河水口感纯净甘甜，水质常年保持在二
级以上，可直接饮用，是华北地区唯一没
有被污染的河流，素有“北国漓江”之称。

打赢脱贫攻坚战，精准识别，建档立
卡，发展旅游、养殖、种植等产业扶贫项
目，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桑园小镇乡
村旅游扶贫项目，已成为鹤壁一张新的名
片。强化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积极创建省
级食品安全区，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全面提
升。劳动就业方面，1月至9月份，全区城
镇新增就业 4527人。社会救助方面，今
年共发放城乡低保资金1057.7万元。加
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漓江花园小区建设廉
租房和公租房共计 2170套。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校15所。新建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6所，新增托老站2所。

建设“五个淇滨” 打造鹤壁首善之区

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淇滨区
以淇河生态保护与建设、大气污
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园林绿化提
升为载体，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
设工程，持续巩固“三城联创”成
效，让淇滨的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清、人与自然更和谐。

近年来，淇滨区以淇河为龙
头，大力推进沿河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修复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努力打造宜居的
生态文明城市。

淇河生态区项目规划总面积
43平方公里，目前该项目已累计
完成投资3.2亿元。其中，淇河国
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332.5 公顷，
湿 地 面 积 271 公 顷 ，湿 地
率 81.43%，2011 年年底被确定
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目前，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已完成投资1.5
亿元, 园内分生态保育区、宣教与
生态休闲区、管理服务区三大功能
区，已经呈现出水道蜿蜒、万绿青
英、鸟语花香、鱼翔浅底的湿地景
色。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孕育了
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湿地景观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突显了北方
河流湿地的独特神韵。

淇滨区以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为主线，全面开展“五气
共管”、堆场整治、燃煤锅炉拆
改、废气治理、油烟治理、“小散
乱差”治理等多项专项行动。全
年拆改燃煤锅炉103台，拆除“小
散乱差”企业 152 家。淇河水质
和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
达标率达 98%以上。区环保部
门还对重点监控企业进行专项整
治提升，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监管
网格管理。

在鹤壁市开展的“五水共治”
行动中，淇滨区实施了南水北调、

淇河两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城
市水系清淤三大工程，治污水、防
洪水、用雨水、保供水、抓排水，努
力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目前，
二支渠、天赉渠、护城河、刘洼河
等城区生态水系治理稳步推进，
清秀亮丽的城市水系景观正在成
为城市的“绿色项链”。

防治的同时，淇滨区还深入
实施园林绿化提升工程。围绕

“一园一主题、一路一特色”理念，
精心打造樱花园、紫荆园、海棠
园、梅园等7处专业花卉游园，高
标准规划建设淇滨大道、淮河路
等城区9条主干道路景观带，补植
补造迎春巷、海棠巷等8条小巷主
题植物，让市民在不同季节、不同
游园、不同小巷欣赏不同的植物
和花卉景观。

在规划建设中，还将海绵城
市理念融入到每个环节，一批城
建项目正在变身“海绵体”，也给
全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活力、新
动力。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绿化
达标单位 238 个，园林式居住区
33个，园林式单位30个。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18.56平方米，城市
绿化覆盖率 46.2%；全区森林面
积 16.3 万亩，道路绿化普及率约
100%；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占比
提高到 70%，整体形象显著提
升。淇滨大道、九州路、兴鹤大
街、黄河路、黎阳路5条道路被命
名为省级绿化达标道路，淇水诗
苑被评为河南省“十佳城市滨河
景观”，新世纪广场和淇水乐园先
后被命名为省级绿化达标广场和
达标公园。全区已形成了点成
景、线成荫、面成林的绿化景观和
带、片、网相结合的绿化体系，营
造出了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淇滨区以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和企业服务等重点工作为抓
手，精准发力现代商贸、新型物
流、电商、休闲旅游、现代农业等
领域，着力提升产业水平，全力打
造活力淇滨。

经济发展平稳向好，今年1月
至 6 月份，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1.01亿元，增长 9.6%；第三产业
增 加 值 达 到 33.41 亿 元 ，增 长
9.5%。1月至8月份，固定资产投
资达到 88.85 亿元，增长 12.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29.05
亿元，增长12.2%。

招商引资强劲有力，1月至 9
月份，预计淇滨区到位省外资金
34.2 亿元，占目标 41.2 亿元的
83% ;预计实际利用境外资金
12331 万 美 元 ，占 目 标 任 务 的
94%。元至9月份，共接待客商考
察 120余批次，累计赴外拜访各
类企业210家。今年9月份，在淇
滨区“百日会战”重点项目集中签
约中，就有投资5亿元的淇上田园
旅游开发、投资2亿元的淇河欢乐
谷、投资1亿元的上峪乡桑园小镇
民宿酒店等 21个项目现场集中
签约，总投资 32 亿元。今年以
来，淇滨区签约上峪乡桑园小镇
民宿酒店、欣荣湾、大成糖尿病医
院等项目 35 个，总投资 71.5 亿
元。新落地清水湾商业中心、玖
街拾巷城市生活广场、锦华种鹿
繁育基地等项目 13 个，总投资
36.5亿元。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坚持签
约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推进、
推进项目抓竣工，建立完善领导
分包、台账管理、现场办公、督查
检查等工作机制，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强力推进，全面掀起建设高
潮。截至目前，淇河生态区国家
湿地公园、淇滨区创业创新园等9
个项目已竣工，万达广场项目、沃
德广场项目等 32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1月至9月份，省、市、区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 20.8 亿元、45.2
亿元、76亿元，分别占年度投资目

标的 87%、85.2%、84.4%。10月
份高铁广场北城市综合体、淇滨
区城市会客厅等 25个项目集中
开工建设，总投资 65.5 亿元。特
别是今年开展“百日会战”以来，
区级领导累计现场办公 112 次、
协调解决问题 122 个，项目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占会战目
标的88%。

企业服务贴心高效，今年以
来，累计对接服务重点企业 156
次，对重点企业实行首席服务员联
系制度，建立政府主管领导牵头、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的专职服务团
队，对企业服务事项领办、代办。

规划面积4.4平方公里的商务
中心区，包括北部的商务办公区和
南部的商务休闲区。商务办公区
按照“山水城市”的理念，结合鹤壁
地域物产“淇河三珍”和历史文化，
以“九星联珠”为寓意，规划建设了
10座标志性建筑、10座商务配套
工程、15个绿色住宅小区。

近年来，淇滨区依托商务中
心区、特色商业区、商贸物流园
区、城市中心商业区、淇河生态
区、花溪新城等“5+1”片区，搭平
台创驱动，现代商贸、新型物流、
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1+2+3+
N”发展格局快速构建，已逐步成
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相继引进
了沃尔玛、大连万达、重庆颐和泊
邸五星级酒店、中意国际免税店
等亿元以上项目达到164个。百
度运营中心、京东、去哪儿网、河
南政企云、上海美巢、国立光电、
中国网库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入
驻；呼叫产业园已新签约入驻了
河南正华电讯、石家庄塞维斯等
12家企业。如今，商务中心区已
累计签约入驻企业200多家。

商务中心区被省政府评为
“十强服务业两区”，并晋升为一
星级服务业两区。全民深化改革
有序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步伐加
快，全区上下务实重干、风清气正
的好环境日益巩固，经济发展内
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

淇滨区以党建为引领，以项目
化运作为抓手，创新服务方式，丰富
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大力推进
幸福社区、村创建，全力打造幸福淇
滨。

淇滨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突出
问题导向，严格责任落实。加强中心
组学习，开展宣讲进基层、“巡回党
校”、“微型党课”等活动。组织“百姓
宣讲直通车”“精准扶贫宣讲”进村、
进社区演出。根据党员群众多样化
需求，实行基层“点餐式”培训，将政
策、技术、信息等送到基层一线、田间
地头。在全区推行党建信息化系统，
辖区党员、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
相关手续、反映民情民意，实现服务
高效便捷化。

自幸福社区（幸福村）创建活动

以来，坚持党建引领、项目化运作，努
力打造自治型、生态型、服务型、文化
型、和谐型五型社区。制定出台了12
个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基层基础
工作；出台了幸福社区（幸福村）创建
工作15条意见，策划实施了“不忘初
心、共建幸福淇滨”“五彩纽带”等幸
福创建项目20个，搭建了“七彩手工
课堂”“爱心超市”“红色加油站”等服
务平台，创建效果进一步深化。

结对共建助力脱贫攻坚，开展了
“党建心连心、致富奔小康”活动，实
行区直单位、城市社区、非公企业、社
会组织与贫困村“支部+支部”组织联
建、“党员+贫困户”联系帮扶，公开党
员帮扶承诺，推行农村党员“一编三
定”，推行“6+X”模式的“主题党日”，
共同开展组织生活，切实提高贫困村

党组织的致富带富能力。
在社区建立了党群服务中心，整

合卫生计生、劳动保障、居家养老、志
愿服务等服务事项，打造“15分钟便
民服务圈”、日间照料中心等一批社
区服务品牌。“爱的蓝天”“朵朵向
善”“幸福守望”“爱心超市”“红色加
油站”等多个志愿者服务队和服务平
台参与创建活动，让更多的幸福走进
社区、走进乡村。

目前，全区已创建幸福社区、幸
福村36个；打造了“健康长江”“红动
九州”“天使守护”“幸福678”“幸福驿
站”“红色商圈”等一批新的特色服务
品牌和街区党建品牌。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首次尝试对全国294个城市进
行幸福感调查后结果显示，鹤壁市居
民幸福感排名第七。

淇滨区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的原则，充分发挥学
校、社区乡村、企业以及节庆等平台
优势，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丰富群众性
文娱活动载体，推进文化教育事业繁
荣发展，全力打造文化淇滨，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

以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广场文
化为载体，精心组织，统筹安排，鼓
励群众自编自演节目，开展形式多
样的文化活动。成功举办历届民俗
文化节新世纪广场社火表演和樱花
文化节等节会活动，“中国最美樱花
大道”城市名片更加靓丽；成功在上
海举办呼叫中心招商推介会暨呼叫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活动，叫响鹤壁
呼叫产业品牌；举办了“庆祝建党 96
周年·喜迎党的十九大”书画展活
动，强化思想文化熏陶；积极参与在
会展广场举办的文博会等活动，培

育打造了一批具有淇滨特色的知名
节会文化品牌。

各社区积极组建文艺文化宣传
队，围绕党建、环保、反腐倡廉、邻里
和谐、打击非法集资等内容，创作戏
曲、小品、三句半等节目，在社区广场
等地演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也把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送到了老百姓
身边。

大力实施“特色培育”工程，引导
中小学走特色发展之路，让不同文化
元素和精髓在校园开花结果。目前，
全区有8所中小学被命名为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所学校被命
名为“全省武术特色校”、4所学校被
评为全省体育艺术“一校一品”特色
学校。

整合多种资源，建立了社科人才
和文艺工作者队伍，持续加强活动场
所、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理，不断开展“三下乡”、义写
春联、电影下乡、文化科普、技能培训

等活动，传授科普知识和实用技术，
把文化活动融入到服务群众中。

创办了文学杂志——《淇水文
苑》。一年来，遴选刊登了一大批优
秀文艺作品，汇集了诗歌、散文、小
说、相声、戏剧、书画、摄影、油画、雕
塑、篆刻、民间文艺等多种形式；记录
鹤壁的人文历史，进一步弘扬了淇河
文化。

淇滨区各个文艺协会已在银兴、
桑园小镇等处设立文艺创作基地 10
多个，并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又紧
扣时代脉搏的诗歌、戏剧、小品、歌
舞、书画等优秀文艺作品。

通过硬件、软件提升，加强文化
阵地建设，把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打造
成传播文明新风、弘扬正气的主阵
地，以健康的、积极的、精彩的文艺节
目熏陶群众、感染群众，使文化真正
成为凝聚全区干部群众的精神纽带
和精神动力，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快速
健康发展。

1 突出绿色优势 打造生态淇滨

2 提升产业水平 打造活力淇滨

3 党建引领创建 打造幸福淇滨 提升治理水平
打造和谐淇滨

4 丰富载体平台 打造文化淇滨

淇河国家湿地公园为城市增添无穷魅力

新世纪广场蓝天明媚 幸福社区安定祥和

商务中心区活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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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孙伟民 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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