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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迸发新动能实力解放

解放区：阔步向前显豪情“五个解放”谱新篇

楼院一个赛一个美丽，洁白的
墙壁，干净的地面，树木、鲜花点缀
其中，居住环境和谐宜人；大街小巷
一条赛一条整洁，沿街店铺规范有
序，道路清扫保洁及时，街头绿地生
机盎然，城市环境优美……

今年年初以来，解放区围绕奋
力走在全省城区前列的目标，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建理念，把“四
城联创”与“美丽楼院”建设、开展

“城市双修”和“百城提质”等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补短板、强
弱项、创精品”工作重点，进一步拉
高标杆、自我加压，创新方式方
法，“四城联创”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2014年以来，解放区强化基层
组织建设，将党员力量辐射到楼
院，促使党组织下沉，将社区工作
延伸，以创建“美丽楼院”为载体，
以居民议事会为组织形式，创新社
区治理模式，搭建社区协商治理平
台，探索出“334”楼院协商治理模
式，解决一批群众关注、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推动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得到群众
的广泛赞誉和积极支持，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应。
结合今年“四城联创”活动，解

放区在“美丽楼院”建设中全力打
造精品楼院，采取精品楼院向周边
的“问题楼院”“问题社区”和背街
小巷等点位延伸的做法，统一规
划，以点带面，连片打造精品片区，
形成连锁效应，使精品楼院如雨后
春笋般呈现出来。

“美丽楼院”创建，让楼院环
境得到改变，让楼院设施得到改
善，更重要的是机制的建立，通过
议事会办事，赢得民心，理顺机制；
通过发动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变
独唱为大合唱，最终形成“党政主
导、居民主体、社会协同”的模式，
实现群众事群众议、群众事群众
办、群众事群众定的共建共享，让
邻里亲如一家，全区呈现出一片和
谐之美。

一连串大动作、大手笔工作的
深入开展，让解放区实力傲娇，颜
值爆表，把气质提升。如今的解放
区已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正
在加快建设“五个解放”，在焦作在
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的
伟大进程中勇当急先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马强

作为焦作市的核心城区，解放区加快建设实力解放、活力

解放、绿色解放、和谐解放、美丽解放“五个解放”，决心在焦作

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的伟大进程中走在前列。

坚持以党建为统领，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解放区夯基础、强保障，抓班子、带队

伍，重创新、树品牌，将党建与经济社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把

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健康产业园区内河流蜿蜒而过、风景
旖旎，一个全域旅游康养中心正呼之欲
出；夜色朦胧，民主路由北向南商场华丽
云集、车流幻影成海，一个现代服务业中
心正日渐成型；王府井百货和万达商业广
场的集聚效应、郑焦高铁站的带动效应、
健康产业的未来效应，都在解放区的战略
擘画中跃动……

今年年初以来，解放区委、区政府围
绕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四城四区”总体定
位和战略布局，提出了打造“四区四中心”
的发展目标，统筹推进高铁经济片区、电
厂及周边片区、影视大道两侧及浅山片区

“三大片区”建设，整体工作推进顺利，一
个实力解放跃然纸上。

一组组鲜活的数据见证了解放区转
型跨越跑出的“加速度”:2018年上半年，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高于一季
度 3.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3%，高于全年目标 1.3个百分点，增速
居全市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9%，税收占比91.4%，税比居全市第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高
于去年同期 1.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9%，增速居全市第四；
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增速居
各城区第一。

今年 6月 9日，从省发改委传来喜
讯，2017年度河南省服务业“两区”综合
排序新鲜出炉，解放区特色商业区在全省
175家服务业“两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六，并成为全市首个成功晋级河南省三星
级服务业“两区”的特色商业区。解放区
也因此成为该市唯一一个连续五年被省
委、省政府奖励的县（市）区。

2012年，解放区顺势而为，以民主
路为轴线，规划了 2.41 平方公里特色商
业区核心区、12.5平方公里的特色商业区
拓展区，重点发展现代商业、特色餐饮业、
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

2014年，该特色商业区达到省服务
业“两区”门槛标准；2015年，顺利晋级为
一星级服务业“两区”；2016年，再次晋级
成功，成为二星级服务业“两区”。

2017年年初，站在新起点的解放区
特色商业区，将发展目标瞄向更高级别的
河南省三星级服务业“两区”。该特色商
业区加大对特色商业区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和相关指标解释的学习，加强目标运行
监测，做到对商业区各项经济指标了如指
掌，开始全面实施“晋星”计划。

纵观解放区的发展历程，始终凸显两
个重要的关键字:一是“转”，致力于战略
转型；一是“变”，全面转变发展方式。通
过上演结构调整大戏，重点建设“四区四
中心”和“三大片区”，吹响了经济转型号
角，一个个大手笔相继挥洒、一项项大动
作推陈出新、一次次大突破不断呈现……
全区经济活力骤增、发展动力提升、创业
人气集聚，走出了一条观念转变、优势转
化、发展转型的新路，成为区域经济跨越
发展的鲜活样本。

早走一步，抢占先机，今天的解放已
经走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
关键阶段，必须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
限制，以宽广的眼光规划转型、谋求发展。

围绕建设中心城区引领区、区域商贸中
心区、社区治理示范区、生态宜居核心区，打
造全市现代服务业中心、总部经济中心、高
铁经济中心、全域旅游康养中心，朝着建设
实力、活力、绿色、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区迈进，这是该区承载产业转型提升
的重要抓手，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支撑全区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板块。

按照“优化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
功能品质”的新理念，该区出台了《关于加
快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实施意见》，计划
在 3年内完成辖区 38家工业企业的搬迁
改造任务，今年启动18家企业搬迁，力争
完成10家企业的搬迁工作，实现“退二进
三”“腾笼换鸟”。

按照“宜搬则搬，宜改则改”的原则，
该区全面启动了27个棚户区（城中村）地
块改造工作，为产业转型发展腾出宝贵空
间，进一步提升“四区四中心”的承载力、
吸引力和辐射力。

随着焦作火车站南广场、南站楼的建
成投用，该区的区位交通优势将更加凸

显，高铁经济带来的人流、物流，有助于推
动新、老商圈联动发展、齐头并进。同时，
随着市里对南水北调绿化带提升区、北部
浅山区、牧野路两侧等区域的规划调整和
工业企业外迁工作的推进，困扰多年的土
地和空间制约瓶颈将得到突破性解决。

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政
务服务“一次办妥”改革，让办事的老百姓

“最多跑一趟”；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实现预算绩效评价全覆
盖；深化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着力构建
权责明晰、服务优化、科学规范、高效有序
的城市治理新体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基层医疗
服务模式，这项工作走在城区前列；开展农
村集体资产核资，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
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全面实施特色商业区提质工程，以王
府井百货、万达广场、锦祥商业街等商业
街区为依托，以万基商会大厦、报业·国贸
大厦等商务楼宇为载体，积极培育特色产
业、精品街区，推进服务业集群化、互补性
发展；全面落实“1+6”引进培育人才政
策，围绕“四区四中心”建设，引入一批技
术类、管理类、专业类人才，为加快动能转
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解放区始终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建设，
大力开展环境污染防治以及城市
绿化、水生态建设等为重点的生态
环境建设，城区环境面貌日新月
异，城市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人居
环境更加优美舒适。天蓝、地绿、
水清、景美、人和，成为解放区的城
区名片，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成为解
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市民生
活品质、增强新一轮发展活力的内
生动力。

绿树成荫、四季常青、百花争
艳、花中有院、院在花中，解放区的
居民由衷地赞叹：解放区正在变
绿、变亮、变美。解放区牢固树立

“抓环境就是抓发展，比发展就是
比环境”的思想，致力于打造最佳
居住环境和最优发展环境。

紧紧围绕“践行绿色发展 建
设美丽焦作”主题，创新形式，今年
首创根据行业特点，分单位、分行
业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共种植侧

柏、枇杷、樱花等 1380 亩 18 万余
棵，大力实施绿化造林工程，完成
人工造林 1050 亩，封山育林 525
亩；完成郑焦晋高速两侧绿化提升
工程 81 亩；强力推进北山生态环
境治理，对 10 处矿山治理点进行
生态修复治理，治理面积达 170.5
亩；积极打造南太行登山步道入
口“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景观带，
共栽植海棠、樱花、红叶石楠球等
花草 4万余株，格桑花面积 6万平
方米。

近年来，解放区紧绷环保弦，狠
抓大气污染防治不放松，强力推进

“三治标、三治本”，全面落实“六控”
措施，持续打好大气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环保工作屡创佳绩，空气质
量和优良天数实现“两降一升”。

解放区尽情描绘着绿色解放
的美丽画卷，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人与自
然的和谐，一个焕发着勃勃生机的
绿色解放将傲然屹立于中原大地！

街心游园，绿树荫荫，舞步蹁
跹；文化场馆，欢歌笑语，掌声雷
动；社区楼院，干净整洁，邻里融
洽……

和谐解放正被定格为一个个
精彩瞬间，深深植入人们的心田。
近年来，解放区持续加大民生投
入，财政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占全
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70%。快
乐的生活、健康的追求、美好的梦
想，就这样伴随着和谐解放，悄悄
来到人们身边。

完 善 公 务 服 务 。 持 续 深 化
“334”楼院协商治理模式，美丽楼
院创建五星级楼院达到 5个，四星
级楼院达到 20 个。以“一有七中
心”为创建标准，以学生路、花园
街、站东、电建、民权街等 8个社区
为试点社区，强力推进社区硬件建
设，打造一批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
精品社区，提升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服务水平。扎实开展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巩固提升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工作，城镇居民实现全员参
保。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顺利
完成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
位届满复审和河南省医改现场会
观摩迎检工作。大力开展全民健
身事业，荣获 2013年至 2016年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优先发展教育。解放区高度
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持续保持优先
发展教育战略不动摇，不断加大教
育投入，稳步提升教学质量，勇于
尝试教育改革创新，推动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形成“多校支撑，竞相发
展”的喜人局面，在全市义务教育
质量综合评比中连续五年获得一
等奖，“解放教育”已经成为该区一
张亮丽的名片。

文化活动丰富。坚持每两年
举办一届社区文化体育节，至今
已成功举办 10届。各社区举办的

“邻里节”、包饺子大赛、剪纸比
赛、趣味运动会等活动，既展示了
群众的文化风采，又增进了邻里
交流，促进了社会和谐。以解放
区文化馆为依托，该区开展“文化
直通车”服务，建立 9 个馆外联系
点，通过“群众点单”，将文化服务
的主动权交到群众手里。通过线
上与线下公共文化服务和配送服
务产品的有效结合，形成解放区

“百姓文化超市总菜单”，以“你点
我供”的形式，对基层文化站进行
全方位辅导。在辖区居民楼院、
街心游园、公园广场等场地开展
以主题文化、游园文化、楼院文化
和家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娱
乐活动。

——宜趁东风扬帆起活力解放

——举目已是千山绿绿色解放

——东方风来满眼春和谐解放

——宜居宜业听笑声美丽解放

高铁经济片区将成为解放区乃至焦作市新的经济增长极

志愿者积极参与“四城联创”

解放区特色商业区一角

社区楼院党建“334”工作模式成为全国典范

焦西街道园林社区老党员徐廷杰打快板歌唱美丽楼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