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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乡市红旗区坚

持贯彻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总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

克难攻坚，保持了经济社会和谐

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不断向实

现党建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以及让群众心情好的“两

高一好”奋斗目标迈进。

据最新统计结果，在市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考核中，红

旗区在全省52个建制区中名列

第3位，财政收入税占比名列全

省52个建制区的第2位。在全

市五项主要经济指标考核中，红

旗区居全市领先水平，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7月份6.2亿元，同

比增长 13%；地区生产总值

102.71亿元，同比增长11.7%，

位居全市第 1；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 29.1%，位居全市第 1；第三

产业增加值增速 12.9%，位居

全市第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01亿元，同比增长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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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红旗区创造性地开展“三
讲三强”专题活动，并把这项活动作为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抓手，
作为深化市委“敢转争”实践活动、巩固“纪
律作风整顿年”活动成效的重要抓手，也作
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
实现“两高一好”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

“三讲”指的是，要“讲政治”，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要“讲纪律”，做遵章守纪的规矩
人；要“讲担当”，做事业上的有为人。“三强”
的核心内容包括，要“强基层”，巩固战斗堡
垒；要“强机制”，推动高效运转；要“强素
质”，提升干事能力。

红旗区组织开展“三讲三强”大调研活

动，全区47个单位按照“摸家底、找差距、查
问题、厘思路、明目标、补短板、建机制”的思
路，围绕主责主业、围绕服务基层开展集中
调研活动。组织开展“五位一体”、乡村振兴
等专题调研，召开务虚会，研究部署相关工
作。区委“三讲三强”活动办公室对12个单
位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督促指导“三讲
三强”活动深入开展。

针对活动内容，红旗区逐项梳理工作任
务，提出《“三讲三强”活动配套文件建议清
单》，全面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定期组织召
开专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听取各相
关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各项活
动任务。建立“三讲三强”活动“两清单一台
账”工作机制，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明

确各单位“三讲三强”工作职责、重点任务和
主要问题，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根据今年全
区党建工作重点，结合上年度党建考核述职
评议问题等内容，制定了党委（党工委、党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目标责任清单和问题清
单，明确了 6类 25项工作目标和 8类 48条
负面问题，要求各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
切实担起责任，一手抓提质增效，一手抓问
题整改。

坚持对标抓整改。全区开展巡察整改
督查2次，听取情况汇报2次、谈话15人次、
调查问卷 85份、查阅整改资料 1000余份，
发现各类问题 16个，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对 13 名被巡察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共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工作3件。
持续深入开展“三讲三强”活动，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红旗区干部作风发生
明显转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断
增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亮身份、作表
率、树形象”活动，鼓励党员参与社区建设，
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创建“红旗 e岗
通”，采取“115 工作法”，提供“三全”贴心
服务，累计为群众线上办理事项 14万件；
全面实施错时服务和节假日服务制度，进
一步为群众提供方便；积极探索社区老年
食堂、社区活动室建设，为群众提供家园式
服务……随着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厚植
了全区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和大干快上的
干事氛围。

“百城提质”，提升城市的“气质”和“颜值”2

进入红旗区，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一处处施工现场热闹非凡。

驶上主城路，条条道路贯穿南北，横亘
东西，交错相织，飞速通达。

游览赵定河，栈道逶迤，亭台掩映，水流
潺潺，芳草萋萋，水鸟翩跹，风景如画。

漫步西大街，昔日杂乱的楼群纷纷穿上
了亮丽的外衣，凌乱不堪的街道重新整修后
焕然一新，笔直的路沿石、青色的便道砖让
道路更加整洁，更加开阔。一排排广玉兰
分立于道路两旁，给整个街道增添了灵性
和自然。街道两旁商店林立，一个个精心
布置的橱窗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展现在人
们面前。络绎不绝的人群车流组成车水马
龙、川流不息，让新乡老的龟背城焕发出新
的生机。

2015年“创文”工作开展以来，红旗区
大力挖掘城市建设潜力，坚持城市“硬件”与

“软件”并重，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同行，全

力做好四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宜居程度和
承载能力，让城市的“气质”与“颜值”同步提
升，切实增强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红旗区突出“以水润城、以绿荫城”，推
动城市双修，2018 年在完成京珠、长济高
速廊道绿化的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 16个
游园，探索建设屋顶绿化 4000 平方米，实
现了“一村一品，一楼一景”，全区新增绿化
面积 8万㎡；在区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引进社会资金参与，完成了常青藤游园、
863游园和向阳路东段绿地等 3万㎡的绿
化建设工作。按照“四水同治”要求，完成
卫河清淤及沿岸违章建筑拆迁，赵定河沿
线周边环境整治，快速推进生态水系建
设。

红旗区着重实施“以文化城、以业兴
城”攻坚战略，充分挖掘辖区历史文化底蕴，
依托关帝庙建成的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已经
成为新乡市文化产业的名片；以“智慧红旗”

为方向，以“10分钟读书圈”为目标，以 36
个社区为载体，“智慧书屋”建设如火如荼。
赵定河畔设计、建设的智慧书屋更是充分融
入智能摄像头、多用户管理平台、无人操作
智慧灯光、智慧恒温、无人值守智慧管理等
高科技元素，在带给人们读书的快乐又进行
了前卫科学的普及教育。

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红旗区以西
大街区域为核心，先行先试，全线推进。道
路两侧风貌改造全部完成，楼体进行了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空调移机及烟道完成了
处理；弱电入地管道铺设完成；违章建筑及
户外广告依法拆除并进行规范管理；八条
支路和两个庭院正在全力实施；三分区老
旧小区庭院已打造成全市示范工程。在三
分区试点的基础上，2019 年梳理了 65 个
老旧小区列入台账，重点打造16个小区，共
涉及楼体 112 栋，居民 4733 户，建筑面积
56.5万㎡。目前，安居新村、果园小区等多

个小区已开始高起点规划，高效率组织、高
标准实施。

百城提质是“面子工程”，更是“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红旗区将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双替代等提质工作联动推进，完成50个
小区供热供暖设施建设，新联网面积135万
㎡。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 55万㎡，
205 万㎡新任务已全面启动。完成了 108
处雨污水分流改造，改造污雨水管网共
2000米。2019年红旗区将加大力度，着力
打造示范背街小巷 40条、示范庭院 20个、
示范市场6个，将提质的触角深入城市的神
经末梢，赢得群众纷纷点赞。

红旗区区长刘宏锋说：“我们将探索‘街
区吹哨，部门报道’‘庭院自治’等治理新模
式，把老旧小区、庭院、街巷、道路等设施管
理得更精细化、更规范化、更科学化，逐步
探索建立‘大城建’体系，让城市运行得更
顺畅和谐，让市民们生活得更舒心快乐！”

创新驱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

不久前，红旗区组织了项目观摩活动并
召开了经济工作推进会，会议在强调“五个不
动摇”（一要坚持发展方向不动摇，坚持以“两
改”攻坚为重点不动摇，坚持第三产业主导方
向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动摇，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和理顺“六个关系”
（正确把握虚与实的关系，正确把握远与近的
关系，正确把握大与小的关系，正确把握有与
无的关系，正确把握新与老的关系，正确把握
服务与管理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
红旗区的发展方向、坚定了发展信心。

积极探索郑新融合，多次赴郑州金水
区、郑东新区对接，积极承接郑州产业转移
项目，芯睿电子超低电容瞬态电压抑制芯片

研发项目、河南一工新型孔加工刀具材料的
研发项目、芯睿电子与郑州炜盛电子热释电
传感器芯片项目相继投产。

创新活力不断提升，上半年，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完成 2988.8 万元，占全市总量的
37.2%，促成中国与乌克兰政府间合作交流
项目，获得科技部批准，是河南省在该领域
唯一的对外合作项目，芯睿电子MEMS中
试基地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今年红旗区高新技
术企业增加值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
升 8.7 个百分点。投入资金 10.73 亿元，完
成 21个“三大改造”项目，百合光电研发的
高精光刻机成功填补国内空白，促使日本同

类产品降价超 70%，河南一工的高速钢、硬
质合金等系列钻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
平，豫北转向、北方仪表、日升数控等获得国
家、省级、市级多项荣誉。

产业链条日趋完善。服务业方面，尽管
面临减税降费政策影响，红旗区的服务业仍
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三产的 GDP占
比已达 83.2%，增加值达 85.5亿元，主引擎
作用明显。全市 80%的金融机构汇聚红
旗，29座商务楼宇入驻企业达 1500余家，
仅特色商业区上半年就实现税收近亿元，解
决就业 12000 余人。34 家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2 亿元，其中信息
传 输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占 比 达

82.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正逐步成为红旗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强集
共建活动，加快落实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发
展现代都市观光农业。目前全区41个村中
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已达 40个，涉及产权
制度改革的43个村（社区）的清产核资工作
已基本完成，为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红旗区委书记郑援越说：“我们将继续紧
紧围绕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
续深化‘三讲三强’活动，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大
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各项工作持续向好！”

以“两高一好”为目标 红旗区加压奋进阔步前行

“三讲三强”，让党的旗帜高高飘扬1

红旗区大力挖掘城市建设潜力，坚持城市“硬件”与“软件”并重，不断提升城市宜居程度和承载能力

以党建为引领，红旗区阔步前行，保
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

把“面子工程”做成“民生工程”，百城
提质赢得市民纷纷点赞

在红旗区，随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好画面

创新驱动，红旗区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