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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回郭镇、巩义市产业

集聚区聚焦主业、精准发力，全

面提升组织工作水平，自觉践行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党建高质量

为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推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秋时节，漫步在巩义回郭

镇大地上，项目一线是火热的施

工场景，乡村田园是生机勃勃的

景象。这一切，既是全镇上下凝

心聚力担当作为的成果，也得益

于该镇聚焦主业精准发力，全面

提升组织工作水平提供的强大

支撑。

近年来，回郭镇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牢固树立抓好党建就是

最大政绩的理念，自觉践行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坚持服务大局，抓

党建、聚合力、创一流、促发展，

打造党建工作亮点，推动党建工

作创特色、见实效，为建设经济

强、百姓富、生态美、文化兴的回

郭镇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和智力

支撑。

□本报记者 何可

这是一张令人瞩目的成绩单：1至10月
份，回郭镇共完成工商税收4.055亿元，占全
年任务的118.6%，比去年同期增长46.5%，
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都超额完成。谋划实
施重大项目36个，其中工业项目26个，城建
项目4个，民生及其他项目6个；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38亿元，占年初计划的98%。

积极培植税源、涵养税源，形成了梯级
税源，使总部经济、对外贸易、铝铜循环经
济、物流运输等管理有序、合法经营、依法纳
税，在没有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下，实现了
税收持续健康高质量增长。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了转型升级，
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三宜美丽新巩义
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回郭镇人经商当老
板的意识很强，一有条件就找地方干一些小
加工、小制造，小打小闹，小康生活早已实
现。这些小加工、小制造虽然没有什么污
染，但是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不符合
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回郭镇把
卫片整治和拆违治乱相结合，拆除违建违占
厂房35处100多亩，涉及企业37家，倒逼他
们转型升级、入园进区、抱团经营。对可能
造成污染或手续不全的，实施拆后跟踪，严
防死灰复燃。

今年以来，回郭镇已入驻园区企业 20
多家，报名入驻 30多家，呈现出规范发展、
集聚发展的良好态势，各项指标也都大幅提
升，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增添了发展活力。坚持“服务好存量企业就
是最好的招商引资”这一理念，为辖区企业
提供“真心用心全心”的三心服务，让他们感
受到了党委政府的优良作风，吸引到众多企
业到回郭镇发展。数据显示，在党建引领推
动下，回郭镇项目建设开启新速度：今年以
来，全镇新登记法人单位 164家，同比增长
51%；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577户，同比增长
38.3%；完成招商引资任务 18亿元，超额完
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抓项目推进，增强了发展后劲。回郭镇
成立了项目专班，当好项目建设的服务员，
把党建工作延伸到生产一线；眼下全体党员
干部奋战在一线，毫不懈怠。

10月24日，风雨交加，在回郭镇中国储
运项目一期工地，党员干部坚守现场，察看
项目建设进展，跟踪服务，破解难题，确保进
度，争取一期工程早日竣工并投入运营。此
般忙碌的身影穿梭于回郭镇各行各业，他们
被亲切地称作“企业管家”。

“镇党委、政府对我们企业建设非常关
心，协调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对在回郭镇发
展非常有信心。”中国储运项目负责人竖起
拇指点了个赞。

“帮企业排忧解难，为我们提供了优质
服务。”明泰铝业董事长马廷义坦言，明泰铝
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与企业相互沟
通、配合得很好。企业的满意，源于回郭镇
的企业服务机制。把党建工作融入营商环
境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努
力实现党建质量大提升、干部作风大转变、
营商环境大改观，党群组织成为企业发展强
有力的引擎。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组织保证。回郭镇
和产业集聚区积极开展“支部建车间、党建
促发展”活动，新组建鑫泰铝业、腾达铝业、润
鑫铝业3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和乐美线缆、易
达运输等9个功能型党支部，为全镇124个

“两新”组织配备了党建指导员，有效提升了
党组织的覆盖率。明泰铝业在企业内建设了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非公党建孵化基地，万达
铝业在车间开设“党员先锋岗”，前进民爆积
极种好“党建责任田”，取得了良好效果，党组
织对职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在项目建设上，回郭镇采取班子成员责
任分包、挂图作战、驻地办公等办法，让承担
项目建设任务的班子成员把办公室搬到工
地一线，使项目负责人能够随时见到他们，
使班子成员能够第一时间协调和解决问题，
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据了解，今年谋划实施的36个项目，都
没有受到环保、原材料涨价、人工工资上涨
等影响，已经完成全年投资目标的98%，13
个项目已经建成投产，为建设千亿级铝精深
加工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除了发挥好党支部的指挥作用，近年
来，回郭镇还坚持把项目一线作为培养锻炼
干部的主阵地，积极选派优秀干部到项目一
线攻坚，经风雨、受历练、强本领，为项目建
设献计出力。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回郭
镇党委书记王跃举说：“新时代，巩义市产业
集聚区将继续以党建高质量为引领，瞄准高
质量发展方向，以‘挑大梁、走前头、出特色、
当典范’为工作标准，围绕建设转型升级示
范区、产城融合引领区、富裕文明首善区的
目标，力争通过三到五年努力，把铝精深加
工产业打造成一个闻名全国的产业名片，当
好‘万亿新材料产业集群’排头兵。”

党旗飘扬 经济发展“一片红”1

不久前，“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现场会
在回郭镇召开。

巩义市以摘星、夺旗、创三宜为路径，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促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

回郭镇以建好阵地为抓手争创党的建
设星。南罗、北罗、柴沟等村投资 490万元
进行阵地改造提升，让群众真正有了说事议
事办事的地方，基层党建水平明显提升。配
套出台村级“月全会”制度，每月组织包村领
导、包村组长、村“三委”干部、党小组长、村
民组长、民调员、宣管员、计生专干、社保协

管员、宗教协理员、群众代表共同召开村级
“月全会”，学习上级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
究各项任务，有力促进了“摘星夺旗”任务落
实。

以盘活集体资产为抓手争创产业兴旺
星。对长期占用村组集体资产、低于市场价
签订集体资产租用协议的现象进行整治；对
长期霸占村组集体资产，拒绝缴纳任何费用
的，进行严厉打击，有效增强了集体经济实
力。北罗村盘活村里滩地，投资 1500万元
建设荷塘月色湿地观光农业，已经初显成
效。清西村、清中村等开展了总规模 22.28
公顷、总投资158万元的集体土地复垦利用

项目，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将为村里提供稳
定增收途径。

以文化活动为抓手争创乡风文明星。
持续做好春节期间镇区灯光亮化，成功举办
了回郭镇首场民间“春晚”，正月初七全镇文
艺汇演、正月十五赴市文艺调演获得圆满成
功。特别是紧密结合五一、端午等“我们的
节日”，在镇人民广场举办了消夏广场文艺
晚会36场，各村举行文化活动200多场，成
为回郭镇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靓丽品牌。
积极组织太极拳、曳步舞等协会开展群众性
文化活动，引导更多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自觉远离各种陋习。

以综合治理为抓手争创平安和谐星。
积极开展“校园周边安全暨防溺水”等工作，
组织临河各村随时观察河水涨落情况，在关
键位置张贴标语及警示牌，确保不发生溺水
情况。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百日攻
坚”和“迎大庆、保平安”矛盾排查活动，着力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着力营造浓厚氛围，着力扫黑除恶治乱，
治理各类乱点 18个，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进一步加强宗教管理工作，强力推进反邪教
工作，为“平安和谐星”争创营造了良好社会
环境。

摘星夺旗 支部争当“排头兵”2

连日来，回郭镇的工作人员对照任务、
时间、责任清单，走村串户宣传拆违补绿政
策，了解群众意向，为涉及拆违的群众认真
细致地解答疑问。

“拆违治乱补绿”是巩义市“摘星夺旗
创三宜”活动中的重点工作之一，不仅可以
有力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也对乡村面貌改
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王跃举告诉
记者，回郭镇以拆违治乱为切入点和突破
口，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全镇一盘棋，上下
一条心，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用一个多月
时间，拆除违占违建的车库、门楼、厕所、房
屋等，共计 9000多处，不仅使镇村面貌焕
然一新，也促进了摘星夺旗工作开展，还得
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真正拆出了公
平，拆出了气势，拆出了威信，拆出了正气。

当“拆违治乱补绿”主力，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回郭镇
把党旗插在攻坚克难一线，组织全镇党员参
与，做到工作延伸到哪里，党建就服务到哪
里。在具体推动时，回郭镇成立由书记镇长
牵头挂帅的领导组，全面统筹拆违治乱工
作；成立由城建办、城管办、公安分局等职能
部门联合组建的攻坚组，对难啃的“硬骨头”
进行集中拆除，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

比态度看服务、比难度看担当、比进度看

成效，党员干部在攻坚主战场，争当排头兵，
展现大作为，“红色引擎”有效推动了各大项
目稳步推进，实现拆违补绿攻坚“加速度”。

干部带头是关键。村看村、户看户，群
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在此次拆违中，回
郭镇籍机关干部带头拆除自家违建。一名
柴沟村的女干部，动员父亲拆除了占地近
30 平方米的车库，带动该村拆除违建近
200处；其他回郭镇籍干部也都拆除了自家
多占的车库、门头等，真正起到了表率作
用。在机关干部的感染下，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村委干部纷纷行动，不仅拆除
自家违建，还发动亲戚朋友拆除违建，达到
了拆除一家、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

群众拥护是根本。在拆违工作中，回郭
镇十分注重做群众的工作，安排包村领导、
包村干部一起深入村里，通过月全会、党员
大会、进家入户座谈等形式，面对面宣传“拆
违治乱补绿”的好处，宣传群众能够免费享
受的改水改厕等政策，宣传未来美丽乡村建
设的美好蓝图。通过反复做工作，群众从不
理解变成理解，从理解变成拥护，全镇80%
以上的违占违建都是由群众自行拆除的，也
充分证明了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公平公正是保障。拆违工作触碰的是
群众的直接利益，家家户户都在相互观望、

相互比较。为此，回郭镇坚持“一把尺子量
到底、标准面前无特例”，逐家逐户量，逐家
逐户拆。在拆违时，发现镇政府后院占了
一部分镇区大渠，虽然因为地势原因拆除
后也变不成道路，班子还是一致同意还路
于民，迅速进行了拆除，树立了政府的良好
形象，受到了群众的赞誉。

促进工作是目的。在拆违过程中，回
郭镇党委政府明确提出，不能为了拆违而
拆违，一定要把解决问题、促进工作作为根
本目的。为此，各村结合本村实际，通过广
泛征求民意，确定了自己的拆违重点，既拆
出了特色，也促进了工作。比如，北罗村村
内道路狭窄，群众意见很大，他们就把门前
护坡作为重点，拆了 1600余处，畅通了村
道，方便了群众。清西村排水大渠上加盖
了许多车库、房屋，他们就把这作为重点，
既拆除了违建，还消除了汛期安全隐患。

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平安和谐星
创建。回郭镇人多事多，利益群体多，挑头
人员多。在拆违治乱中，该镇从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
问题，也化解了很多矛盾纠纷。比如，柴沟
村五组北街，街口群众建房时多占多建，引
起各家相互攀比，最里侧群众出门道路十
分狭窄，吃水排水均受影响，造成30多年上

访不断。此次拆违，一举拆了8家多占的住
房、5家车库等违建，让 30多年的信访案件
实现了息诉罢访。比如，马口村位于镇中
心区域，村里需宅户多次到市镇两级反映
住房需求，但由于该村没有建设用地指标，
问题无法解决。在此次拆违中，该村对部
分群众长期违规占用的老翻砂厂进行拆
除，腾出建设用地指标27亩，为下一步解决
需宅户诉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人居环境为抓手争创美丽乡村星，在
加快推进“拆违治乱补绿”的同时，借力借势
推进“三清一改”，各村对积存的垃圾进行了
集中清运，进一步巩固了整治成果，镇容镇
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广大群众拍手称
快。同时，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积极支持人
大依法行使权力、全面履行职能，鼓励政协
委员主动参政议政，工会、共青团、妇联、统
战、武装、老干部等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立足党建引领，回郭镇按下发展“快进
键”，发挥示范功能，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广大党员干部鼓足干劲做表率，携手创
建亲商、重商、优商的发展环境，助推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竞争实力显著增强，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清
洁绿色、开放创新、美丽现代的回郭镇正逐
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红色引擎 拆违攻坚“加速度”3

巩义回郭镇

以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生机勃勃的回郭镇镇区

万达铝业先进生产线

打造优商、重商、亲商的发展环境

“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