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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立春时节刚过，羊山新区又有 900
多户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刚搬进安置房的
张莉激动地说：“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住进这
么漂亮的房子。”

近年来，羊山新区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
暨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让这一信阳乃至全
省最大的单体棚户区改造项目惠及 6000多
户困难群众。至今他们共开工建设居民新村
26个，建设安置楼房 451栋 15130套约 208
万平方米，已有13000余户群众喜迁新居。

从成立的那一天起，新区就担负起了为
信阳市再建一个新城区，为信阳市民再造一
个新家园的初心和使命。17年来，羊山新区
历届领导都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习近平总
书记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始终是指导新区党
委、管委会奋勇前行的明灯。

17年来，新区人将把这份理想信念转化为
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的动力，持续弘扬“大别山精
神”和“艰苦创业、埋头苦干、敢于负责、奋发有
为”的新区精神，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天天都是星期一”的干劲，在实现“四个新区”建
设目标的历史使命中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奋力
展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新担当、新作为。

小区越来越漂亮了，就医环境变好了，市
民精神生活更丰富了……在羊山新区，好消
息接踵而至：新建学校 3所，大别山高中、百
花幼儿园如期招生，改扩建大中小学校 10
所，幼儿园80所，目前在校师生近9万人。

市老年活动中心和圣德医院二期医养中
心先后落成，已建成医院8所，社区服务卫生
服务中心、医务站、诊所、卫生室96个，恒锦、
苏庙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立，爱尔

眼科医院正式营业，新区医院 PPP项目纳入
省储备库，就医条件持续改善。

早在 2009年就率先启动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保险
制度全覆盖，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户供养标
准稳步提高，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 7136 套
62万平方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
彩，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等社会
事业全面进步。

站在新的起点上，即将踏上新征程的新
区人，一定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谋发展，奋勇
争先当前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
“两个更好”目标指引下，羊山新区的明天，一
定更加辉煌！

大鹏一日同风起
——写在信阳羊山新区管委会正式挂牌之际

初夏信阳，天蓝气清，城美

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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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气的日子。当日上午，迎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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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于信阳羊山新区人来说，

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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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管委会同时挂牌。

喜讯接踵而至。6月 5日，

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工作会议在信阳市新县召

开，省委、省政府“牢记嘱托扛牢

老区振兴发展历史使命，在实现

‘两个更好’上迈出更大步伐”的

决策部署，再次为信阳羊山新区

人吹响了奋进的号角！

□胡巨成 刘宏冰 周士喜 叶丹

今年 5月 18 日，在信阳市抗疫见证物
捐赠仪式上，羊山新区捐赠的新区机关一
支部党员领导干部“抗疫请战书”、沪陕高
速新区卡点临时党支部旗帜、风雪中社区
党员志愿者坚守卡点为过往行人检测体
温的图片、全区共产党员齐心抗疫的视频
纪录片等新区历史证物被鄂豫皖革命纪
念馆永久收藏。

这是羊山新区党群勠力同心共抗疫
情的历史记忆、时代记忆，也是十余年坚
持不懈抓班子、带队伍、强作风、促发展，
人人心向党、难关一起闯的真实写照。

2012年冬，国际家居产业小镇筹建之
初，大雪刚过，早晨六点不到，顶着刺骨的
寒风，新区一班人已经围在一盏临时扯起
的灯泡下，商量着如何加快征迁进度，破
解发展迷局。

无论是“三天一层楼”的进度，还是
“5+2”“白加黑”拼搏精神，抑或是早例
会、晚碰头的工作机制，羊山新区人用一
次次实际行动诠释了“艰苦创业、埋头苦
干、敢于负责、奋发有为”的新区精神。

新区每年评选十佳优秀共产党员，个
个都是立得住、叫得响、有影响力的共产
党员。正是一个个当先锋、打头阵的党员
干部典型，用一言一行激励着全区党员干
部群众奋勇前行。

人心向党，争当前锋，这是羊山新区
党 委 凝 聚 力、号 召 力、影 响 力 的 生 动 演
绎。十几年来，羊山新区的“榜样库”不断
充实，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先争优、奋
发进取，为全区党员干部职工不断注入精
神源泉。

把党群活动阵地建在工厂车间，建在
项目建设工地，建在征地拆迁指挥部；党
员干部冲锋在创文一线、抗疫一线、志愿
服务一线，复工复产一线；一个个党员先
锋岗、巾帼示范岗闪亮在各个行业领域和
各条战线上……

从 2009年的党员人数刚刚过千，到如
今 3399 人的先锋战队；从当年的 60 多个
基层党组织，到如今 165 个基层党支部战
斗堡垒，红色火炬已经在羊山新区这片热
土上传遍。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来势凶猛的新
冠肺炎疫情，羊山新区领导班子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迅速落实中央、省、市防控指令，坚
决推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硬”，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截至 2 月 28 日，新区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没有新增病例，18 例确诊病例全部
康复，无一例死亡；截至 3月 14日，辖区内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规上企业全部复工
复产。

正是有来自新区各条战线上的 83 支
党员突击队、2300 多名党员的艰苦奋战，
新区才快速赢得这场残酷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

从 2003年 6月羊山新区筹备处建立，到
2019年 12月 10日省里正式批准设立羊山新
区管理委员会，新区人多年期盼终于变成现
实。17年乘风破浪，17年风雨兼程，羊山新
区化茧成蝶、蛇蜕龙槃。

17年前，这里荒山薄岭连绵，乱草杂树丛
生，垃圾成堆，蚊蝇横飞；17年后，这里高楼大
厦林立，商圈社区簇拥，街宽路阔，四季常新。

从沪陕高速信阳新区站下线，驶入改造
一新的信阳“迎宾大道”——新二十四大街，
一路向南，信阳新城羊山新区的蓝图徐徐铺
展：名噪天下的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培育
老区新军、放飞大别雄鹰的信阳农林学院、信
阳职业技术学院，信阳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酒

店——锦江国际大酒店，还有入住率 100%、
常住人口超过8000人的恒大名都社区，羊山
公园、居然之家……一个个让信阳人耳熟能
详的新城地标奔涌而来。

高楼平地起，奋斗开新景。三年打基础，五
年见成效，十年展新貌。17年来，羊山新区坚持
高起点规划引领，谋定而后动，用高品质的城市
建设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先后建成城区道路近 150公里，敷设配
套管网 700 公里，迁移电力线路 620 多公
里。百花园区域九大建筑等一批地标性建筑
拔地而起，信合阳光城、恒大购物广场、和兴
购物广场、博林广场、国际商城、国际建材港、
国际茶城等一批大型生活广场和一批花园式

社区相伴而生，锦江国际大酒店、中乐百花两
座高标准酒店，填补了信阳行业空白。浦发
银行、中信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等一批
银行信阳总部和中行、农行、工行、建行、人保
等一批金融企业分支机构落户新区。

如今，羊山新区建成区面积已达50多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40万人。17年来，累计
落地项目 1000多个，建成楼房 1400余万平
方米，建成各类居民小区 266 个，完成投资
740多亿元。

走进羊山新区，处处绿意相迎，步步风景
如画。春日草木吐新，百花盛开；夏日绿树繁
茂，蔚然成荫；秋日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冬日
风景依旧，绿意装点。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篇。羊山新区人
秉持“做大产业是做大城市的根本”理念，培
育支柱产业，推动转型发展，一座由信阳国际
家居产业小镇、市级商务中心区、专业市场
区、茶产业园区、职业教育园区、北湖生态文
化区六大板块组成的产业新城快速形成。

2016年，羊山新区领导得知碧桂园拟在
中部地区布点现代筑美的计划后，立即派出
精干小分队，几下广东，跟进招商。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2018年，这个世界 500强的
龙头企业最终落户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
2019年 2月项目奠基，如今已完成投资12亿
元，一期 15万平方米厂房建设完成，生产设
备已运抵300多台，6月 3日部分车间开始试
生产，预计 2020 年产值可达 12 亿至 15 亿
元，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50亿元
以上。

总规划面积 15.16平方公里的国际家居
产业小镇，以泛家居为主导产业，涵盖家居制
造、园区社区、商业贸易、仓储物流四大板块，
总概算投资358亿元，全部建成达产达效后，

可年创产值 840亿元，实现利税 51亿元，提
供就业岗位 13.6万个。至今，已累计完成投
资 150亿元，签约项目近百个，落地企业 60
余家，其中仅全省最大家具出口企业永豪轩
家具一家就出口突破 2亿元大关。2019 年
小镇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2.3 亿元，被授予

“中国家具协会设计创新培训基地”称号。
在百花园及周边区域，总面积 2.31平方

公里商务中心区，2018年成功晋升为“二星
级”商务中心区。至今已引来希尔顿欢朋酒
店、平安保险、华夏保险、中国银行等各类市
场主体 422家，区内电商产业园亦被评为省
级示范基地，中乐百花大厦、信合金融大厦、
博林国际广场、太古广场等写字楼入住率达
8 成以上，2019 年商务中心区实现增加值
10.73亿元，税收2.51亿元。信合阳光城与万
达广场展开战略合作，悦合超市投入使用，一
座区域新地标逐步呈现，这里正在成为信阳
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高地。

而在京广高铁以西、规划面积 3.38平方
公里的特色商业区内，国际商城、国际建材

港、居然之家、全友家居等专业市场纷纷入
驻，嘉泰五金机电城正开工建设，这里正成为
信阳人装房子买家具的重要目的地。

以挖掘放大信阳茶产业优势为己任的茶
产业集聚区，已累计完成投资约 50亿元，国
家级市场信阳国际茶城和卢氏茶叶、文新茶
叶新科园、羚锐正山堂养生茶、云龙茶包装工
业园、平高电气公司、博达印务等项目先后建
成,入驻各类企业 22家,2019年实现产值近
10亿元。

以信阳农林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为
龙头，以大别山艺术职业技术学院、信阳技师
学院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园区，更以专业建设
和公共实训基地为纽带，立足信阳，面向全
国，智力人才高地效应日益凸显。园区全部
建成后，入住师生总规模将超过5万人，这里
将成为全省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技工摇篮，
成为信阳乃至全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劳务输出人员培训基地和职业教育交流基
地，为老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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