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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强则事业兴。新华区以城市基层
党建为引领，激励干部群众在实干中践行
初心使命，着力构建以“红色引擎”为抓手、
以“全科网格”为终端、以创建“枫桥式社
区”为载体、以“幸福家园”为内容、以“民呼
必应”为目标的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机制，推
动区域共建，实现精准服务，助力矛盾化
解，营造和谐氛围。

“红色引擎”推动区域共建。该区建立
“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网格）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单元党员中心户”五
级组织架构，将党组织和人员覆盖到各个
网格、院落、楼栋；成立区、街道、社区三级
区域化党建委员会，并吸纳 300余家驻区
单位党组织参与共驻共建；全面实行在职
党员“一信三卡两函”和“六色管理服务”制
度，接收 2400余名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
成立在职党员服务队伍 23支，区域化党建

凝聚力不断增强。
“全科网格”实现精准服务。新新街街

道前进社区通过设置意见箱、日常巡查等
方式收集问题，多渠道收集民情民意；搭建
网络平台，制作“新新街微邻里”微信小程
序，设置议事、报事、网上办事、我的社区等
4个板块，覆盖党建、法律等服务项目，实现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该区根据社区人口、资源等因素，每

300户设置一个网格，将居民区、驻区单位、
个体商户等纳入网格，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全科网格，并下沉 10个区职能部门
和 4个水电气暖等公共服务企业，实现“人
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今年以来，全区
461名网格员已访查居民 3.2万余户，排查
解决环保、用电安全等问题1460余件。

“枫桥经验”助力矛盾化解。该区全面
推行“一社区一警一法律顾问”，发动老党

员、志愿者等组建红袖标义务巡逻队 102
个，实现社区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巡防全覆
盖；推行“348”工作法（即三级预警、四级调
解网络、八项工作制度），促进矛盾调处工
作规范运转；各街道、社区组建由在职党
员、居民群众参加的矛盾排查化解队伍 29
支，今年共调解矛盾纠纷 176件，调解成功
率达95%以上。

“幸福家园”营造和谐氛围。湛北路街
道文园社区内有个“颜值爆表”的网红地，
简约时尚的装潢、延伸至天花板的书架、以
木元素为主组建的阁楼尽显雅致。这是社
区居民集思广益改造建立的集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中老年活动室及多媒体室等于一
体的群众文化活动室，方便居民开展丰富
的文化活动。

该区各社区按照“一有七中心一站”规
范建设，在社区便民服务窗口推行“综合服

务岗”，实现“一人在岗、事项通办”；社区建
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制定居民公约和行
为负面清单，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
庭等，引导居民崇德向善；实行志愿者“时
间银行”积分制管理，打造“大姐帮忙团”等
120余个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民呼必应”实现接诉即办。近日，西
市场街道红旗街社区有居民通过“民呼必
应”平台反映，红西小区11号楼有居民在楼
顶饲养鸡鸭，气味难闻。社区工作人员与
片警共同出面处理，两天内清理到位。

该区以区、街道、社区三级综治中心一
体化平台和数字城管中心为依托，整合信
息资源，为“民呼必应”平台奠定基础；建立
问题接诉即办和分类处理机制，确保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建立网格微信群，畅
通问题诉求渠道，今年来收集到的诉求已
全部办结，居民满意度达90%以上。

□王超越 岳磊 王建勋 董鹏

虽至寒冬时节，平顶山市新华区却处

处散发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规划面

积4.72平方公里、总投资约260亿元的东

方生态智慧城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一

派火热的建设场景,一座融合地方文化和特

色、连通区域水系的生态之城、智慧之城、

产业之城、宜居之城正在崛起；位于中兴路

的全市首家地下商业步行街——群星汇·
中心城内，俄罗斯、法国、日本等40个特色

名品国家馆、区域境外馆及全球购、全球酒

品汇鳞次栉比，进口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

绎不绝……

近年来，新华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新发展理念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和

谐社区创建、城市提质工程、生态环境治

理，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为决胜全面

小康打下坚实基础。特别是今年，新华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

回眸“十三五”，新华区先后荣获中国曲

艺之乡、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城市、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河南

省文明城区、河南省国企改革攻坚战先进

区、全省三星级特色商业区、全省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一项项殊荣见证着新

华人铿锵前行、拼搏实干的奋进精神。

新华区 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党建引领聚合力 夯实基础强引擎

项目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新华
强。新华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
切实以项目为大、以项目为要，扎实开展

“四比四看”（比谋划看储备、比招引看投
资、比开工看进度、比服务看实效）活动，
加快项目开工、建设、谋划、申报、入库，大
力推进采煤沉陷区片区整体开发，探索生
态智慧宜居城市建设新路子，培育壮大新
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该区把东方生态智慧城、华耀城、西
高皇旧城改造三大片区开发作为项目建
设的重中之重，将“新基建、产业导入、高
质量民生服务、生态理念”植入片区开发
之中，打造新老城区连接的重要支点、沉
陷区综合治理开发新标杆、助力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典范、平顶山城市建设新高地。
今年共安排重点项目 53个，1月至 10月完
成投资 61 亿元；其中 25 个省市级重点项
目 完 成 投 资 45.6 亿 元 ，占 年 度 目 标 的
101.16%。

招商引资是发展项目的关键一招。
新华区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精准
绘制“四张图谱”，积极实施“四个拜访”，
大力开展以商招商、驻地招商、节会招商、
产业链招商，依托“五区三园一楼宇”（生
态智慧城区、特色商业区、西部物流园区、
中心休闲商业区、大香山风景旅游区；高
新技术产业园、民营企业创业园、电子电
气工业园；商务楼宇），打造招商项目落地
载体平台，提升发展承载能力；开展招商

合同履约率、资金到位率、项目开工率专
项督导，确保招商实效；加强对平煤神马
集团等大企业协调服务，让企业把新布局
的项目、转型改制中成立的公司、新引进
的合作伙伴留在新华区。

11 月 22 日，新华区系列专题招商活
动暨上海进博会特色名品国家馆进驻平
顶山签约仪式和群星汇·中心城进口商品
街区开展仪式举行。群星汇·中心城是平
顶山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重要民生工
程，该项目用于经营外国商品的面积 2.2
万平方米。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该区着力
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行“一站式”和“全程代办”相结合运行

模式，全区 63个单位和部门接入政务服务
外网，“一网通办”率达到 100%；推行“两
单一图”工作法，形成“一个项目、一名领
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工
作格局，建立问题台账，限时解决问题；选
派 212名“首席服务官”下沉企业“把脉问
诊”出“良方”，营造了县级干部联动、全区
营商环境“一盘棋”的良好氛围；通过线
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开展政银企对接工
作，今年以来，各大金融机构向辖区 285家
企业授信 305.15 亿元，实际放款 71.12 亿
元，存量贷款 218.47 亿元，有力缓解了中
小微企业资金需求难题。该区 2019 年营
商环境绩效考评和今年第二季度“四比四
看”活动考评均位居全市六区第一。

项目建设提速跑 招商引资掀高潮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新华区以
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契机，聚焦百姓
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加快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投资百亿元推进棚户区
和老旧居民楼院改造、生态环境治理等综
合改造工程，城市“颜值”不断刷新，居民获
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11月 30日，该区西市场街道北团小区
居民李辉高兴地说：“老旧小区改造后，变
化的不仅是小区外部的‘颜值’，更完善了
内部的功能配套。如今小区里路平了，灯
亮了，出门就见绿，一步一个景儿。”

该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坚持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改造“硬件”设
施、提升“软件”服务双管齐下，将道路破
损、下水道不通、消防设施缺失、外墙皮剥
落严重等反映较多的问题纳入重点改造范
围。去年来，该区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53
个，改造建筑面积 103.8 万平方米，完成投

资约 1.68 亿元，使老旧小区重新焕发出新
的活力。

有了“颜值”，“气质”也不能丢。近年
来，新华区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
为民，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截至今年 12月 1日，PM10平均浓度
77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度 45微克/
立方米、优良天数 249天，均居全市排名第
一。通过开展“美丽庭院”“洁净庭院”等创
建，着力整治“脏乱差”问题，人居环境得到
优化提升。

“十三五”以来，新华区稳步提高基本
民生保障水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卫生
等重要民生领域投入持续加大，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到38252.33元、18947.88元，年均分别增长
8%和 7.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教育、医
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创建全国

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1所，新增国
家级足球示范学校 1所、省级体育艺术“一
校一品”示范学校3所、特色学校1所,新建
小学 2所，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5所。建立
居 民 健 康 档 案 259855 份 ，占 总 人 口 的
85.16%；就业创业成效明显，累计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 13999万元，累计带动就业 3756
人次。政府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持续强化，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
提高。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十三五”以
来，新华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设宜商
宜游宜业宜居的现代服务业强区，打造平
顶山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华样板”的宏伟愿
景更加清晰地呈现眼前。新华区正以新担
当展现新作为，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努力为平顶山市实现综合
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临门一
跃、圆梦出彩贡献新华力量。

城市提质惠民生 持续发展添活力

湛河乌江河口公园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王晓龙 摄

平顶山智慧城市展览馆内景 岳磊 摄

特色商业区——怡购城片区 王晓龙 摄

湛河上游石桥营村段 岳磊 摄

地下商业步行街——群星汇·中心城 岳磊 摄

东方生态智慧城项目鸟瞰图
新华区委宣传部供图

国碳纳米科技公司院内工人正在装载
产品 岳磊 摄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一项目施工现场
岳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