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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活力新城正崛起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涵正 杨雨晴 王倩倩

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6.61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68.1%，完成比例位居全市第一；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亿元，增长68.5%,

全市排名第一；

税收收入完成 7亿元，增长 61.5%,全市排名

第一……

这是今年以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交出

的一份靓丽的“成绩单”。今年以来，许昌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围绕跨越发展总目标及“四区一基地”

发展定位，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着力提升产

业实力、完善配套设施、聚集人气商气，以开拓者、

创业者、奋斗者、示范者的姿态，走出了不平凡的跨

越历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

在 11 月 15 日举行的许昌市基
层党建工作观摩活动中，位于示范区
的许继风电科技公司的党建工作得
到了观摩团的高度赞扬。这家企业
推行的“党建+降本”活动，要求各党
支部组织“寻找浪费之源、发现节约
之美、鼓励高效之行、学做降本之人”
等主题活动，已累计实现降本2191.2
万元。

近年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发展，推进党的建
设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新时代示
范区更加出彩新篇章提供了坚强保
障。

在项目建设中，许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分包项
目工作机制，党员干部带头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积极破解项目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前期手续办理、资金筹
措、环境治理等问题，冲锋一线、攻坚
克难。区党工委坚持每半月对“领导
干部分包项目公示栏”进行进度更
新，对比台账进度及实际进度，分别
给予绿灯、黄灯及红灯（绿灯：进度正
常；黄灯：进度滞后；红灯：进度严重
滞后）显示，压实项目责任制。

今年年初，示范区围绕党建工
作，重点打造了党建“1334”品牌工
程，深入实施全力推进“四大工程”建
设，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据介绍，党建“1334”品牌工程，
“1”，即建设一个党建工作综合考评

机制，每季度组织示范区党建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对各镇办的农村基层党
建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对四个镇办的
党建工作进行了考核排名，进一步夯
实了党建责任落实。

“3”，即开展“基层四项基础制度
提升年”“党员亮身份，服务作表率”

“强党性、促党建、肃党纪、正党风”等
三个党建主题活动；另一个“3”，即夯
实三大建设平台，在农村开展争创

“四强党支部”、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开展“双强六好、五好六有党支
部”、在机关党组织开展“五化管理”，
着力加强党建创新，培育党建品牌项
目。

“4”，即实施“立根铸魂、固本强
基、强筋壮骨、清风莲城”四大工程，
着力从严从实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基
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截至目前，示范区 75个党
支部均已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
梳理问题清单五个方面260多条，解
决问题462个。

“作为‘神经末梢’，党的基层组
织如果不强，再庞大的组织体系也是
在沙滩之上，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
要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以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为示范区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保证。”许
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魏学彬说。

时代赋予了许昌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千载难逢的新机遇
和壮美前行的新起点。

郑许一体化，使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成为郑许融合发
展的前沿；全市各类基础设施配
套项目、产业项目、资源要素向
示范区集中布局，使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全市上下关心关
注的创业热土、人流物流竞相汇
入的集聚地。示范区抢抓机遇，
克难攻坚，把加快“两区”发展作
为推动示范区跨越发展的重要
支撑，全力支持实体经济，汇聚
力量，强化保障，“两区”发展持
续加快。

在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宽阔平整的道路纵横交错，
高大明亮的现代化厂区机声隆
隆，一个个车间生产场面热火朝
天。

这片充满活力的区域，就是
中原电气谷。这里，是河南省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中原经
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之一，也是许
昌市要倾力打造的“产业心脏”。

在中原电气谷建设上，许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围绕电力
电气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

重点产业及烟草特色产业布局
项目、集聚产业，成为我国最大
的电力二次设备和高压开关研
发制造基地。1-8月份，中原电
气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99.82 亿元，同比增长 7.8%；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65.4 亿
元，同比增长 6.5%。在今年公
布的 2017年度全省产业集聚区
综合排序中，中原电气谷实现
综合排名位次前移，位列第 25
名。

在商务中心区建设上，紧紧
围绕总部经济、金融保险、电子
商务、商旅服务、文化创意等现
代服务业发展，加快推动商务中
心区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大力
推动现代服务业，为全市经济转
型发展打造新引擎。截至目前，
商务中心区注册入驻企业达230
家，1-8月份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2亿元，同比增长 75%；实现税
收 1.2 亿元，同比增长 180%；吸
纳 就 业 4350 人 ，同 比 增 长
28.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5
亿元，同比增长78%。在今年公
布的 2017 年度全省服务业“两
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31名，成
功晋升河南省一星级服务业“两
区”。

11月 15日，“2018中国·许
昌首届 5G 泛在峰会”在许昌召
开，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俊亮，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张平在内的 12 位来自
5G技术研究一线的专家齐聚许
昌，共同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
来。

众多专家齐聚许昌，是许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正在蓬勃
发展的5G泛在技术。

2017 年，许昌市与北京邮
电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建立了以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北邮）许昌基地。2018 年 3
月 30 日，北邮许昌基地揭牌暨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协议正式签约，意味着一个众多
城市竞相追逐的大项目花落示
范区。目前，这个项目已吸引
5G泛在全产业链及周边产业在
示范区集聚，与数智科技等 16
个公司签订了 5G技术研发系列
项目框架协议。

今年以来，许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

大力实施2018年“3090”招商引
资计划，抢抓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和珠三角、长三角产业转移机
遇，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为推动示范区跨越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力。截至目前，签约项目
23个，总签约金额173.5亿元。

与此同时，投资 120亿元的
瑞贝卡天一超级电容项目、投资
15亿元的深圳鼎晟工业产业园
及许自自动化设备研发制造项
目、联桥科技电气设备研发制造
项目等竞相落地，为打造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及新能源电动汽车
产业制造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一步提升了示范区持续发展
的活力动力。

在大项目、新项目纷纷落地
的同时，示范区还通过芙蓉湖开
发建设，打造了规划面积 2.7 平
方公里，总投资 100亿元的芙蓉
湖周边楼宇经济圈，主要发展总
部经济、商务服务、信息软件、文
化创意等产业。目前，阿里巴
巴、浪潮、智慧城市中心等已入
驻，许昌市电子产业园已建成开
园，累计完成投资40亿元。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居民
黄文玉站在将要迁入的大新佳苑安
置小区前，热切的目光中透出对幸福
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示范区坚持“群众利益优先”的
理念，加快民生项目建设工作。围绕
民生项目、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狠抓
安置小区、学校、医院及美丽乡村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民生民本进一步改
善。

截至目前，大新佳苑、大徐佳苑
等4个安置小区已具备入住条件，正
在组织群众搬迁入住，芙蓉佳苑、清
廉寨安置小区正在加快建设；省实验
学校许昌中学已实现招生，示范区实
验学校、尚东小学，大徐小学正在加
快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建
成；魏文路北延等 14个基础设施项
目顺利推进，进一步提高了示范区道
路通行能力，确保了重大项目建设顺
利；同时，示范区狠抓大气污染防治，
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施策化解信
访难题，确保了大局安全和谐稳定。

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等各类民生
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以来，示范区创
新思路、强化措施，突出资金、土地、
拆迁清表等难题破解，为示范区开发
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融资方面，
通过金融机构融通到位资金 15 亿
元，用于拆迁安置、项目建设等重要
工作；在土地方面，围绕重点项目落
地、建设，完成组卷报批7个批次，面
积1976.88亩，共批回土地4个批次，
面积 1481.77亩，有力保障了水口张
安置社区、鼎晟产业园、超级电容、庞
庄安置社区等项目用地需求；在拆迁
方面，围绕大徐小学、示范区实验学
校、后街棚户区改造等 12个重要新
建项目及水口张整村拆迁、腾飞大厦
等 5个续建项目开展征地拆迁清表
工作，累计完成征地清表1029亩，拆
除房屋605户，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
需求。

产业集聚优势凸显

项目带动不断增强

党的建设引领发展

民生民本持续改善

省实验学校许昌校区 李环羽 摄

示范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工作者表彰大会 李环羽 摄

许继仪表 吕超峰 摄

许继风电 李环羽 摄

示范区航拍 李环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