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原出彩新画卷·平顶山篇 特刊│23

2019年9月 12日 星期四

在八百里伏牛山余脉东麓，

峰峦叠翠的平顶山下，有一个新

兴的工业城市区——卫东区。她

背靠平顶山，南临黄淮大平原，这

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这里企业

林立，高楼栉比，这里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丰厚。这座迷人、传奇

的城区，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在改

革开放中砥砺前行，展现出勃勃

生机，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卫东区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围绕“加快转型发

展，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

提升“八个度”，以项目化为抓手，

以“2+N”重点工作运行机制为保

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开拓奋进、

苦干实干，强力推进“经济强区、

宜居市区、和谐城区”三区建设，

奋力谱写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勤劳朴实的卫东人

用满怀奋斗的激情，用追梦逐梦

的勇气，书写了一段段辉煌传奇，

赢得了一张张亮丽名片：全国和

谐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文化先

进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全国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全国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全

国社区教育实验区、河南省文明

城区……

放眼卫东区，经济发展犹如火热战场，
城市变化犹如雨后春笋。卫东区决策者以
实干担当的魄力目放长远，夯实内功，厚积
薄发，在转型发展之路上步履铿锵……

卫东区以煤而兴。近年来，该区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四张牌”,以

“三产”为主攻方向培育发展新优势，把产
业结构调整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以现代物流、现代商贸和先进制造业为

“三大主导产业”，在转型发展之路上步履
铿锵。由“点”及“面”，大力发展绿色经

济。该区引导涉煤企业、区域整体转型，申
报获批省级现代服务业专业园区，引进香
港汇日集团，依托平东站、沙河港运力资源
发展现代物流业。同时，依托北部山体生
态修复发展健康养老业。今年上半年，卫
东区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
46%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64.7%。

思路决定出路。卫东区坚持把发展
现代服务业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举措和重要抓

手，以项目引领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该
区以建设路为轴线，以万达广场为核心，
以丹尼斯百货、鹰城世贸、东城国际等为
支撑，拉动市级商业中心向东延伸，服务
功能和辐射范围不断扩展，初步构建起多
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经济新格
局，其特色商业区被评定为全省一星级服
务业“两区”。

“保姆式服务”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车
键”。该区不断完善投资代办服务制，将代
办服务延伸至项目建设全过程，全力推行

“上项目、抓项目、服务项目”工作机制，叫
响落实“只要企业决定干，剩下事情我们
办”的服务承诺；健全完善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分包联系制度，分行业、分区域开展走
访、座谈、银企对接等服务活动，推动企业
服务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

“我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一个一个项
目落地；用绣花功夫，解决一件一件企业发
展难题，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入驻，
为卫东区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能。”卫东区区长安保亮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民生事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织密
民生保障网。卫东区不断加大“民生工程”
投入，用一桩桩、一件件民生实事，展现了
责任和担当，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让民
生答卷更有“厚度”。

“保障工程”稳步推进，让“三就两保”
落细落实。加强创业就业服务，2018年城
镇新增就业 13045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4206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40万元。教
育水平持续提升，完善 9所学校配套设施，
培育省级名师名校长 9名，新成立名师工
作室 12个。全面推进“健康卫东”工程，免
费为居民提供 13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

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推进
社会保障扩面提质，累计支付城乡居民医
保金 11184 万元，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
3529 万元，城乡低保、临时救助、特困供
养、残疾人两补等民生保障资金 2096 万
元，惠农补贴 397万元，辖区群众得到越来
越多实惠。

“幸福工程”亮点纷呈。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全区建成 1个 3500平方米的区文化
综合中心，12个标准化街道文化中心和 58
个社区（村）活动室（大院）。该区已成功举
办 9届社区文化艺术节，26届民间艺术表
演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5000余场。加强
科普宣传教育，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创建，2018年申请专利289件，田选社区

创建为国家防灾减灾示范社区。创建“贴
心民政”民心工程进行帮扶济困，架起了与
群众的“连心桥”。

扎实做好“平安工程”。卫东区深入开
展“强化为民宗旨，解决民生诉求”专项行
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深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大
排查大整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社区矫
正中心被评为“河南省标准化社区矫正中
心”。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推进“互联
网+透明厨房”单位上线工程，餐饮服务量
化分级管理实现全覆盖。扎实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2018
年“公众安全感”指数93.5%，在全省排名提
升37个位次。

文明志愿“红马甲”，“飞入”社区百姓
家。卫东区推进志愿服务终端阵地建设，
探索出“深化社区建设、延伸服务领域”社
区志愿服务管理模式，先后培育出“诚信菜
点”“360帮帮团”“老年幸福苑”等 64项文
明志愿服务品牌，让志愿服务与群众精准
对接，实现志愿服务“零距离”, 让群众在

“共享”中感受温暖。同时，加强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引导融入“共建”“共治”，使志愿
服务运作有序，真正落地生根。

撸起袖子加油干。卫东区把民生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兴办民生
实事，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提升城乡居民幸福
指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使辖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转型发展激发经济新动能1

卫东区审时度势、科学规划、务实行
动，秉承“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人”理念，以实
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把城市建
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宜居
城区，让辖区群众生活更加舒适、幸福。

强力推进环保民生工作。卫东区不等
不靠、主动出击，补短板挖潜力，成立了以
区委书记为政委、区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成立污染防治攻坚专项指挥部和工
作专班，建立定期会商、网格管理、集中观
摩、挂图作战推进机制，聚焦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重点，开展全域污染治理，让“卫

东蓝”变成“常态蓝”。
初秋时节，漫步卫东区，只觉得绿意葱

茏，心旷神怡。该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生态底色描绘“城
乡绿道”，同时聚焦生态修复，打造“绿秀卫
东”。近年来，该区新增植树造林面积 2.7
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3.4%，已基本
形成了山山相连、景景相接的怡人景象，并
成功创建为“全省林业生态区”“全国义务
植树示范基地”。

卫东区大力实施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
造，先后实施 42个旧城及城中村开发改造

项目，开工建设 431 万平方米，主体完成
367万平方米，相继建成明珠世纪城、荣邦
花园等高品质小区。切实解决街头巷尾的

“细碎小事”，让城市既有光鲜亮丽的“面
子”，还有舒适宜人的“里子”，该区新建和
改建五一路、湛北路等10余条城乡道路，维
修改造背街小巷 47条，整修游园 11725平
方米，同时对辖区17条主次干道、100条背
街小巷的保洁清扫提档升级，真正让群众
在家门口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激活农家村落，重新焕发生机。卫东
区着力在辖区 24个行政村培育主导产业，

统筹推进“八个全域”，持续加大财政投入、
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下乡，整治村容村貌、
改善村庄基础设施。该区引进物业保洁公
司进驻辖区所有行政村，负责道路清扫保
洁、垃圾收集运输等工作，实现了全区域环
境卫生市场化运作，真正让党和政府的执
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

如今的卫东区，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街道平整通畅，一处处游园干净整
洁，一个个村庄旧貌换新颜……这是卫东
区强担当、重实干的付出和收获，是精雕细
琢建设宜居城区绘就的幸福新画卷。

精雕细琢绘就城乡新画卷2

民生为本构建和谐新景象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何洋 郑宗显 胡文哲 王蔚琼

卫东区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坚定不移
推进从严治党，坚持落实主体责任，真正做
到强力正风反腐不手软，保持高压态势不
松劲，党规党纪教育不停步，以严明的政风
凝聚人心，不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
干的氛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更加强
大的动力和活力。

该区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为目标，开展“三清示范区”创建工作，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深化以案促
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上党课、廉政
提醒、谈心谈话、排演廉政戏曲《使命》等形
式，强化党风廉政教育，绷紧纪律规矩之

弦，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断提升。强
化正风肃纪，开展群众身边“微腐败”问题
专项治理。

该区把“敢担当、转作风、抓落实、争
一流”当作目标追求，落实一线工作法，动
员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在一线、担当在一
线、实干在一线、服务在一线、聚力在一
线，搭建培养锻炼平台。先后选派 107 名
优秀机关干部到辖区街道、社区、重点工
作指挥部等一线岗位挂职锻炼，90 名优
秀干部到鲁山、叶县助力脱贫攻坚，选派
1800 余名区直单位党员下沉一线助力环
保，以响当当、硬邦邦的工作实绩实效来

践行初心和使命。
同时，实施“选树典型全面带动党建”

的工作理念，将全区 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和 100名优秀共产党员纳入先进典型培育
库进行重点培养，使全区党员干部学有榜
样、做有标尺、干有方向、赶有目标，让党建
工作“雁阵效应”充分发挥作用。据了解，
该区现有国家级、省、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
26个，省、市级优秀共产党员 24名，其中东
苑社区党委在 2016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在卫东区，谈到最多的是发展形势，感
受最大的是发展速度。全区上下把学习贯

穿始终、把责任铭记心中、把担当扛在肩
上，突出一个“干”字，落到一个“实”字，发
扬一个“拼”字，干部队伍呈现出“肯干、实
干、敢干”的工作劲头，形成了齐心协力干
事业、实干担当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这个激情澎
湃的新时代，卫东区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统筹推进‘四个着力’，发
挥优势打好‘四张牌’，为中原更加出彩奋
力拼搏。”卫东区委书记王迎波说。

从严治党释放发展新活力4

鸟瞰卫东 高鸿勋 摄

卫东区步履铿锵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三区”建设谱新篇

金牛山万亩石榴园 高鸿勋 摄

传统文化进校园 古国凡 摄

万达广场夜景 高鸿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