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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繁荣 增色“五彩三门峡”1
“我要订今晚一桌东坡宴。”每天

上午10时一上班，东坡村的美食热线
便忙碌起来了。三门峡许多人都愿意
带着朋友尝尝特色美食。

会兴街道东坡村位于三门峡市区
东 10公里，东坡苑内空气清新、环境
优雅，楼台亭阁、绿树掩映、鸟鸣啾啾、
筝乐绕梁，可以欣赏东坡诗词文化长
廊，观赏苏东坡弟子黄庭坚《砥柱铭》
书画，东坡村第一书记刘素红开心地
告诉记者：“仅今年十一长假，东坡苑
就接待游客 500 人次，旅游收入近 8
万元。”

湖滨区，拥有别的县区羡慕的中
心位置，是全市最大的商贸主阵地，
区委区政府适时提出“以商为进建设
富裕湖滨”的战略，立足中心城区的
区位优势，加快商贸服务业集聚发
展，推进特色商业区经济转型，进一
步提升特色商业区承载力、辐射力和
综合竞争力。近年来，制定出台了
《加快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促进湖滨
特色商业区繁荣暂行办法》，设立千
万元发展基金，重点发展企业总部、
电子商务、金融保险、商贸服务、信息
传媒等特色服务楼宇。先后引进万
达广场、大中海商业文化广场、宏江
中央广场、嘉亿城市广场、丹尼斯百
货、永辉超市等一批商贸服务类项目
及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万达影院
等知名连锁品牌。先后对崖底街道
刘家渠村、田家渠村、和平路第二街
坊等 6个片区进行了改造，新增商业
面积 50 万平方米，金渠路风情步行

街、建业步行街、七天乐文化广场等
特色街区已初具规模，服务档次从根
本上得到了提升。

三门峡万达广场项目总投资 40
亿元，包含大型购物中心、万达院线、
美食一条街等，引进上百个国际化商
业品牌入驻，目前运行良好；已投入运
营的电子商务企业汇商大通公司，每
日交易额过亿元。同时，湖滨区根据

“全域旅游”的思路，打造出美丽东坡、
田园马坡、休闲王官等一批独具特色
的示范村，形成沿黄观光旅游产业
带。目前，全区建成中国“金牌农家
乐”5家，省级星级农家乐7家，共辐射
带动周边农户1473户。

区委书记亢哲楠告诉记者：湖滨
区的产业优化，主要是抓住服务业这
个龙头，从而带动全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

按照“为城市服务，靠城市发展”
的总体思路，湖滨区制定出台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大力发展精品蔬菜、特色
林果，走精品、高效农业之路。截至目
前，全区蔬菜年播种面积达 1.6万亩，
番茄、草莓、西瓜等 11个产品通过国
家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认证，蔬菜年总
产量达5500万公斤，占市区市场供应
额的 48.1%，全区农业龙头企业和家
庭农场分别达到 34家和 15家。特色
林果业发展迅速。目前已形成以小安
和穴子仓为中心的万亩花椒基地；打
造磁钟、交口两个千亩核桃基地;在会
兴街道打造千亩文冠果种植基地和臻
翠苑葡萄庄园。

11月 18日，中国摄影艺术节和野生动物摄影展在三门

峡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家与摄影爱好者云聚三门峡，

一场光影盛宴在天鹅之城华丽上演。湖滨区的宾馆饭店爆

满，商业街区也热闹非凡。

在三门峡的几个县区里，湖滨区占尽地利。这里是孕育

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之一，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让三

门峡这块文化圣地闪耀华夏；这里是因坝而建、伴河而兴的

明珠城市，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产业使其有“五彩三门峡”之

誉；这里生态环境良好，“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

的生态美景让“天鹅之城”三门峡享誉全国。每年冬季成千

上万只白天鹅到这里栖息越冬，形成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湖滨区又被誉为“天鹅城”。

近年来，32万湖滨人大力弘扬砥柱精神，树立“紧凑布

局、集约+建设、精明增长”理念，以商为进建设富裕湖滨，以

史为继建设人文湖滨，以民为本建设和谐湖滨，以水为名建

设生态湖滨，以新为机建设智慧湖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

进、进中提质。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杨国良 张玉

湖滨区：弘扬砥柱精神 助力天鹅奋飞

11 月 21 日，湖滨区委书记亢哲
楠主持召开10月份的重点工作“比学
赶超”擂台赛考评会议，各乡、街道汇
报 10月份的工作完成情况与特色亮
点，与会人员现场打分，高庙乡、湖滨
街道坐上了“两好”席。为推动工作效
能，湖滨区还实施了领导干部“周五基
层调研日”活动，擂台赛月考评和“周
五基层调研日”是湖滨区在效能革命
里又一个新的做法。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效能
革命”，湖滨区在全市率先实行项目建
设“首席服务官”制度，以制度形式为
每个项目明确一名科级干部，加强沟
通衔接，全程跟踪服务，随时解决问
题，力促项目快速推进。

日前，浙江颐高集团三门峡颐炬置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占华告诉记者：

“三门峡颐高电子商务产业园总投资10
亿元，曹忠宝带着我们跑国土、规划、商
务、环保等部门办手续，全程跟踪服务，
所有手续不到一年时间基本办好。”

雷占华口中所说的曹忠宝是湖滨
区卫计委的一名科级干部，也是颐高
电子商务产业园的“首席服务官”，为
项目提供着“保姆式”全程服务。

在湖滨区，以“首席服务官”为抓
手引发的“效能革命”，受惠的不仅仅
是颐高电子商务产业园。

据了解，2018年该区34个区重点

项目，共有“首席服务官”34名，这些“首
席服务官”在项目落地、拆迁、土地、融
资、达产等过程中，为企业“保驾护
航”。湖滨区启动2018年“效能革命”
月月评活动，把职能部门工作作风、服
务质量、工作效率的评判权交给群众，
每月接受测评，通过清风湖滨微信公众
号公开测评结果，促进效能提高。

湖滨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涛对记
者说：“我们把改革开放创新作为动能
转换的主引擎，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活
力，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推进重点改革。深化“放管服”改
革，大力推行“多证合一”“最多跑一
次”服务。整合财投、城改等政府投融
资平台现有资产，灵活运用 PPP和政
府购买服务等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向强基础、增后劲、惠民生领域。

扩大开放招商。瞄准上级产业政
策和投资方向，开展专业招商、资本招
商、以商招商，紧盯重点线索，强化跟踪
服务，引进一批税收贡献大、吸纳就业
多、科技含量高的好项目。今年以来，
引 进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17 个 ，总 投 资
102.88亿元。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相结合，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
利用外资质态，1月至9月，引进省外资
金29.51亿元，直接利用外资4954万美
元，进出口总额完成9094万元。

开放创新 抢占效能高地3

11 月 13 日，在位于三门峡市湖
滨区高庙乡境内的辉润 20兆瓦光伏
发电项目现场，一排排蓝色太阳能光
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远处
山坡顶上大唐风电场的十几座风车迎
风转动。随着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
目的实施，山高坡陡、水源奇缺的高庙
乡焕发出新的生机。

近年来，湖滨区坚持生态立区、绿
色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
设双赢，呈现出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经
济发展势头强劲、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的良好局面。

湖滨区在引进高科技、高附加值、
环保型项目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步伐，现已形成智能装备制造、
精密测量仪器、清洁能源等主导产
业。位于湖滨工业园区内的旭龙再生
资源利用项目，年回收建筑、道路废弃
物100万立方米，可生产草坪砖、广场
砖等景观建材 2.8 亿块、有机土壤 20
万立方米。辉润光伏发电项目采用农

光互补模式，光伏板下面的土地进行
有机农作物种植，该项目产值2200万
元。目前，准许进入园区的企业全部
为环保型项目，90%以上为精深加工
型高新技术项目，其中，获省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的有9家。

推动农业向都市、生态、休闲、观
光方向转型升级。利用比邻黄河的优
势，以沿黄路为依托，借助天鹅湖湿地
公园、黄河公园、黄河湿地等自然景观
和坡沟地势，全力打造沿黄休闲观光
农业产业带。

2017 年 ，全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89.9亿元，增长 13%；第三产业增加
值完成 115.1 亿元，增长 10.3%；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9.8亿元，增长
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9.6 亿元，
增长 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97.8亿元，增长11.6%；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7.8 亿元，增长 11.8%；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9
万元、1.4万元，均增长9.3%

产业升级 绿色生态是主导2
11 月 24 日，三门峡市天鹅湖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里白天鹅展翅翱翔，
映着蓝天格外美丽。一对母女正在湿
地边一栋建筑前拍照，“本以为这是公
园的景观建筑，就拍个照片。没想到，
认真一看却是厕所。”运城游客陈晓艳
笑着对记者说。

在三门峡市，像这样美而实用的
厕所越来越多，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美化城区不忘乡村。据悉，该区
陆续投资 470万元，全面改造提升村
级组织活动场所。在北梁村文化广
场，记者看到往日的臭水沟已经变成
美丽的花园，灯光广场上，音箱喇叭、
电视屏幕一应俱全，春秋炫舞、消夏献
艺、冬季唱戏、正月擂鼓，丰富的文体
活动把农民群众吸引到党组织周围。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为让全区人民群众共享更多的改革发
展红利，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过
去一年，湖滨区民生投入不断加大。

“十项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注重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救急纾困与内生
脱贫相结合、发展短平快项目与培育特
色产业相结合，狠抓责任落实，着力构
建大扶贫格局。2017年年底，脱贫735
户、2599人，贫困发生率由5.36%降至

2%；所有贫困村达到退出标准。
强力推进“蓝天工程”，严格落实

控煤、控尘、控油、控烧、控排等措施，
有效遏制重污染天气，确保 PM10和
PM2.5浓度稳定下降，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完成年度目标，青龙涧河高速引
桥以东直排污水截流到位，展现“碧水
绕城润家园”的美丽画卷。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完成
“全民参保计划”，努力实现应保尽
保。落实低保、救助、优抚、残疾康复
服务等惠民政策，推动社会保障由制
度全覆盖实现人群全覆盖，让困难群
众心里有温暖、生活有奔头。

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扩大分级诊
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推行按
病种付费为主、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
复合医保支付方式，推进异地就医住院
和市域内非参保地就医即时结算。

公共文化蓬勃发展。三级文化资
源信息共享服务点免费开放；以农家书
屋、农村电影放映、舞台艺术送农民、文
化资源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惠民工
程”深入推进；成功承办了5届“中流砥
柱”中国（三门峡）黄河大合唱艺术节。

大河滔滔，砥柱安澜。湖滨有渚，
荷蒲清芬。天鹅翔集，天蓝水清。湖
滨区正以坚实的脚步，和着全市“三次
创业”的步伐，奔向更光明的前程。

保障民生 共创美好生活4

美丽湖滨我的家

中流砥柱，大坝永固

臻翠苑的葡萄熟了

中国三门峡黄河大合唱艺术节已经成为文化品牌

黄河湿地 天鹅起舞 本版图片由湖滨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