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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物流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繁荣，三产服务业总量和增幅始终位
居全市首位。图为建成运营的全市最大的城市综合体——昌建广场

●● ●● ●●

源汇区：栉风沐雨铸辉煌 实干创新促崛起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王会锋

10月 31日，总投资 16.92亿元、包括唯

是美医美产业园项目在内的 10个项目在源

汇区集中开工，再次拉开了源汇区项目建设

的新热潮。今年以来，漯河市源汇区已相继

集中开工项目 28 个，总投资 92.22 亿元。

这是该区深入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持续实施

招大引强、项目签约、项目建设“三大攻坚”

行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近年来，源汇区

委、区政府持续深化“商贸立区、工业强区、

科教兴区、兴农富民、外向带动”发展战略，

凝心聚力谋发展，实干创新增活力，一张蓝

图绘到底，全区经济实力强势崛起，城乡建

设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多项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指标位于全市乃至全省前列。

数据显示，2017年，全区生产总值实现

145.3 亿元，是 2013年的 1.3倍；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29.7 亿元，是 2013 年的 1.5

倍；固定资产投资160.8亿元，是2013年的

1.9 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889

元，是 2013年的 1.4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城镇化率达到 65%，较

2013年提高6.44个百分点。

沙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重点项目工地，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曙光健士工业园、源德福科技等项目生产
车间机器开足马力生产，工人在流水线繁忙有序；源汇特
色商业区项目民国河上街、布衣巷、神州木雕城、丝绸之
路淘宝街等人来熙往、一派繁荣……源汇区经济发展一
线，处处热潮涌动。

商贸活经济，工业壮实力。源汇区始终围绕商贸物
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突出装备制造业
新兴高科技领域，实施精准招大引强，紧扣延链补链上项
目，着力促转型、强集聚、补短板，促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以新玛特、丹尼斯等为主的核心商业区持续繁荣，建
成运营了全市最大的城市商业综合体人民路昌建广场，
入驻大润发等知名品牌 146家，引领全市核心商业区品
质提升，全区市场商品交易额突破 140 亿元，汇聚全市
80%的商贸资源；豫中南汽贸物流城建成运营汽车 4S店
57家，成为豫中南最大的“一站式”汽车消费基地；美的物
流园、广汇汽贸物流园等 6家物流企业相继建成运营，重
点物流企业达25家；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壮大，豫中南电商
速递物流园、三莎文体用品电商产业园建成运营，吉顺生
态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70余家。

生物医药产业强势崛起，形成了以曙光健士为龙头，
美凯生物、国药（漯河）物流产业园等为支撑的产业集群，
汇知康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上市。

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集聚了乐通源德福科技、诚
和通信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新引进了清华紫荆科技创
新园，中乐通信科技产业园成为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供
货商。乐通源德福科技产业园填补了全省电脑机构件全
线生产空白，产品纳入联想集团全球供应链，并同联想、
广达、惠普等国内外知名行业龙头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实
现完美转型升级，形成了通信设备、电脑机构件、电气产
品等竞相发展的态势。

沙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源汇特色商业区两大平
台作用日益凸显。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到 13.96平方
公里，基础设施配套更加完善，规划布局了“五园一区”，
被评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省“二星级产业集聚
区”，先后荣获“全省对外开放示范产业集聚区”“全省最
具竞争力产业集聚区”“河南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河南省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等多项殊荣。特色商
业区规划面积扩大至 2.62平方公里，建成运营了神州鸟
园、布衣巷、开源大剧院、中影国际影城等项目，初步形成
了休闲旅游、休闲文化、休闲购物三大业态，年游客接待
量突破 320万人次，实现收入 8900万元，先后荣获“全省
特色文化基地”“全省‘十先’服务业两区”和“全省重点文
化产业园区”，连续两年代表全市参加全省观摩，均获小
组第一名，成为辐射豫中南的现代休闲城。

三大主导产业支撑
“两区”建设晋位争先1

尽管已是初冬时节，但源汇城区依然花草
相映、绿树成荫，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宽阔整洁，
背街小巷一巷一品、一步一景、特色文化味十
足；即便是偏远的村落、小镇，也同样给人以整
洁、别致、静谧、美丽的乡愁印象。这得益于近
年来该区强力推进的“两改”工作和统筹城乡
发展等民生工程。

“两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源汇区先
后启动了南关、马庄等 6个“城中村”和人民
路城市综合体、唐人街世贸中心等 5个旧城
区改造项目，累计完成房屋征收 118万平方
米，建成和在建安置房 72万平方米。同时，
充分发挥两河三岸的独特优势，规划布局的
恒大名都、长申玉、永信伯爵山、月湾湖东
岸、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许慎小学新校区等
一批现代街区、高档社区及民生工程拉动城
市建设日新月异，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
的沿河景观带。

促进城市提质，打造宜居新城。区里先
后投入资金 3亿多元，大力加强游园、公厕、
环卫设施、背街小巷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依托“两城同创”工作，对辖
区所有农贸市场、夜市及19个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15个城中村、405个老旧小区进行了
改造提升，打造特色文化小巷159条，拆除违
法建筑10万多平方米，“七小”门店整治率和
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100%。全面推
行城市精细化、智慧化、规范化管理，对墙体
立面、广告匾额、交通秩序、垃圾清运、小区
环境等全面整治，形成了“一路一特色、一巷
一主题、一步一文化”的城建新格局。源汇
区的建成区面积也由 28.6 平方公里扩大至
37.4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65%，高于全省、
全市平均水平，一座宜居新城展现在全市人
民面前。

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家园。近年来，
源汇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创建活动，
大力实施“文明家园”示范工程，开展美丽乡
村项目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成51个
达标行政村，30个示范行政村，建成省级环境
优美乡镇 2个、省级生态文明村 9个，城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区里基础设施老化，下水道不通，路
灯不亮，道路泥泞，向居委会一反映，很快就
解决了，政府时时处处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事，为这样的好干部点赞！”受降路社区百货
站家属院居民庞景对民生工作感慨不已。以
办好为民实事为突破口，全区今年以来已先
后完成团结路、友爱街、民主路、骊山路等多
条道路改造工程和清风巷、铁路小区等20个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百姓交口称赞。

民生连着民心。围绕便民为民，该区强
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
到实处。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一
线实地调研，探索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方法。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一次办妥”工作，制定发
布全区231项和社区33项事项清单，推行群
众办事“进了社区门，最多跑一次”，实现即来

即办。
坚持民生至上，优先发展，每年民生事业

投入资金均占公共支出 75%以上。仅 2017
年，全区就实现就业、再就业 14.4万人，发放
小额贷款4176亿元；报销城乡居民医疗费用
1.2亿元，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改扩
建8所中小学、幼儿园，新增学位600个；新建
整修公厕 104 座；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23 条
41.2公里，3条城区道路升级改造，整修背街
小巷343条，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有效解决。

同时，围绕脱贫攻坚精准发力，“两不愁
四保障”政策全部落实，“六改一增”项目深入
实施，源汇区实施了10个到户增收产业扶贫
项目、4个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建成10个
产业扶贫基地、8个就业扶贫基地，发放金融
扶贫贷款1800余万元。全区373户贫困户每
户都有两项以上增收帮扶措施。

民生事业重点发力 发展成果人民共享3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美丽源汇生态宜居2

“锣鼓声声敲起来，精神抖擞走上台，今
天我来夸一夸，咱们党的十九大……”老街街
道办事处新华街社区新时代讲习所内，党员
群众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作人员以喜闻
乐见的“三句半”形式完成了《夸夸十九大》宣
讲。这是该区加强党的基层阵地建设的一个
缩影。围绕“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抓好发展
是第一要务”的新理念，源汇区始终坚持把党
建工作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放在同等重要
的位置抓落实、抓推进，以党建工作推动全区
中心工作全面开展。

精心谋划合力攻坚。在全力打好三大攻
坚战的基础上，区委统筹谋划，把全区各项重
点工作纳入工业发展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城
市建设与管理提升、三产服务业发展与特色
商业区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党建及社会事业
管理五项重点工作，以党建为统领，调整成立
了五大重点工作指挥部和两个保障领导小
组，强化项目揽总、指挥部推进、四大班子领
导分包乡（镇、街道）、县级干部代理省区市重
点项目等一系列工作机制，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事业协调发展，形成了全区上下凝心聚力
抓发展的良好局面。

城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突出社区共建，
依托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把社区党员
组织起来参与到创建中去，打造了“红马甲”
党员志愿服务品牌，为文明创建凝聚了强大
合力；突出为民服务，在全区推行“进了社区
门，最多跑一次”服务承诺，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突出宣传引导，在社区建立了 34
个固定“新时代讲习所”，在楼院、广场建立
了 50多个流动讲习点，实现了社区讲习所
全覆盖，打造了新时代“红色课堂”，使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得到广泛传播，人民满意
度不断提升。

农村党建聚焦问题短板。抓队伍，大力
实施头雁引领行动，在圆满完成村“两委”换
届的基础上，举办新任村干部培训班，积极开

展“学法纪、守规矩、转作风、促攻坚”教育活
动，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充分调动农村干部的
积极性。抓阵地，重点在每个乡镇打造 3-4
个党建示范基地和政治生活馆，培育出了“红
映曹店”“贤耀陶桥”“孝廉大陈”等一批党建
示范基地，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抓发展，
以基层党建为统领，统筹谋划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集体清产核资、信访稳
定、扫黑除恶等各项工作，实现农村党建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目前，全区79个行
政村实现有集体收入的达到 54个，5万元以
上的村达到32个。

“两新”组织注重规范提升。充分发挥
“两新”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
在非公企业党组织中开展了以争当优秀党
员、争创坚强堡垒，引领企业健康发展为内容
的“双争一引领”活动。在“两新”组织中，开
展党员“三培养”工作，高标准建成了沙澧产
业集聚区“党建文化一条街”，打造了马路街
街道非公企业党建活力联盟、曙光健士、三剑
客、福润纺织等一批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树
立了非公党建品牌。

智慧党建取得拓展延伸。从 2016年开
始，源汇区按照“互联网+党建”的工作思路，
建成了智慧党建信息化平台，今年又开发了
智慧党建手机APP，建成了阳光源汇、精准扶
贫、城市网格化管理和OA协同办公四大功能
模块，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城市创文、社会
管理等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

多管齐下，大胆创新，源汇区基层党建工
作在全市观摩评比中全市第一，走出了一条
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路子。

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未来的发展，
源汇区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全区打好三大攻
坚、抓好五项重点工作任务，牢牢坚持改革开
放不动摇，持续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中原
更加出彩增添源汇浓彩！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基层党建全市领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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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民风淳朴，文明和谐。图为举办农民文
化艺术节开幕现场

三大主导产业强力支撑，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图为源德福（联想）科技
产业园制塑车间

医疗器械产业全省领先，全国知名。图为曙光健士医疗器械生产车间

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各项社会事业长足发展。图为姬崔村村容村貌一角

城水交融生态宜居城水交融生态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