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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卫东区，听到最多是党员干部实
干担当的话语，看到最多是大街小巷日新
月异的变化。

该区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
党建基础，加大党员干部纪律作风教育，激
励各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形成了
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困难找理由，同心同
德干事业、凝心聚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增强。

卫东区建立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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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工
作机制，实现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
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

强支撑、以共治强效能，强力推进以城市基
层党建高质量推动基层治理终端见效。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员干部的工作
就在哪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卫东区全区党员干部闻令而动，于大
年初二全员返岗，迅速激活全区的“免疫
系统”：

成立由区委书记任总指挥、区长任第
一副总指挥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部下
设 8 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县级干部包街
道、科级干部包村（社区）、村级（社区）包
村组（楼栋）、村组（楼栋）包户的四级分包
责任制，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
体系;组织辖区 3800余名党员，成立 416
支党员服务队参与防控工作，全面贯彻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要求，党的旗帜始终在抗疫一线高
高飘扬;近 10000名志愿者活跃在抗疫一
线，开展温情问候、贴心代购等服务，构筑
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自今年2月开始，该区派出288名党员干部
作为“首席服务官”下沉一线，对辖区 691
家规模以上企业、重点项目、中小微企业，
实行“一对一”全覆盖精准服务，认真落实
资金代融、用工代招、手续代办、物资代购
等各项服务措施，倾情倾智倾力为企业排
忧纾困、出谋划策。与此同时，该区纪委监
委、区委督察局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群众反
映集中、社会普遍关注的损害营商环境问
题，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动真碰硬，千方百
计把营商的“梧桐树”栽好、保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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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十三五”，平顶山市卫东区城市

面貌日新月异，幸福生活全民共享。展望

“十四五”，32万卫东人豪情满怀，信心倍

增。

五年来，卫东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紧紧围绕

“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样板区”的发

展目标，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2+N”重

点工作运行机制为引领，突出一个“干”

字，发扬一个“拼”字，落到一个“实”字，统

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强力推进“经济强区、宜居市

区、和谐城区”三区建设，不断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五年来，卫东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砥砺前行，奋勇

争先，一道道光环似彩带落入卫东，先后

荣获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实施中国妇女

儿童发展纲要国家级示范区、全国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先进单位、河南省科普信息化

试点区、河南省家庭教育工作卓越区等多

项国家级和省级荣誉。

党建引领 凝心聚力

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卫东区以新
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打造经济强区为目
标，立足区情实际，将现代物流、现代商
贸、先进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作为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主攻方向，加快传统产业升级、
高端项目集聚。

做大现代物流产业。平顶山—宁波
港“海铁联运”沿江班列连接了“海上丝绸
之路”，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全省
现代服务业专业园区”；引进香港汇恒公
司合作共建12.13平方公里平顶山国际物
流产业新城，加快建设总投资 40亿元的
第一批10个重点项目，全力打造全省国际
物流区域枢纽和郑州航空港国际物流副中
心以及智慧康养新城、煤炭文创示范区。

做强特色商业。新增万达广场、东城
茂、鹰城7.1视界购物中心3个商业综合体、
28万平方米商业面积，依托平棉大厦打造
金融科创产业园，支持引导东城茂写字楼、
太和花园等发展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特色
商业区被评为全省一星级服务业“两区”。

做优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总投资
38亿元的平顶山市工业静脉产业园，推进
城市生活和工业垃圾废弃物回收及循环
利用，加快城市绿色化发展进程；以智能
化改造为引领深入实施工业“三化”改造，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挺进全国煤炭机
械行业前五强，平棉纺织集团被评为国家
级绿色工厂，平煤十矿建成全省第一家智
慧矿山，43个项目进入省市智能制造示范
库，“两化融合”贯标对标企业达到 43家，
企业“上云”172家。

做实创新驱动。注重科技创新孵化平
台建设，招商引进摩米创新工场，积极承接
平顶山市科技大市场，加快打造立足卫东、
服务全市、辐射周边的区域创新体系。截
至目前，该区已建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科技型企业50家。

动能转换，项目为先。该区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的工作理念，围绕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生态文明、民生事业等领域，

“十三五”期间滚动推进重点项目 268个，
累计完成投资375亿元。

以开展“项目建设提升年”“四比四
看”等活动为抓手，该区严格执行县级干
部分包、集中开工、台账管理、观摩奖惩等
5项推进机制，万达广场、矿益胶管等一大
批重点产业项目达产见效，东环路南延、
湛北路东延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竣工投用，“雪炭工程”体育馆等一大批重
要民生项目建成运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来栖。该区围绕
主导产业编制“四张图谱”，深入实施“四
个拜访”，坚持大员上前线，积极开展招
商。五年来，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70
个，实际利用外资 9339万美元，实际到位
省外资金 179.3 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引得来，还要安得住。为此，该区深
入开展营商环境“寻标、对标、创标”活动，
全面落实县级干部联系重点项目、首席服
务官落实投资代办等服务机制，持续叫响

“只要企业决定干，剩下事情我们办”服务
承诺；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一次
办妥”，321 个行政服务事项完成精简程
序、压缩时限，实现线下“一窗受理、集成
服务”、线上“一网通办”，实行企业开办一
日办结工作制，市场准入更加便捷；刚性
兑现惠企政策，发放星级纳税企业奖补资
金880万元，科技奖补1320万元。

“我们全力打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
境、更高效能的政务环境、更具活力的市
场环境、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更优品质
的城市环境，真正为辖区企业发展纾困解
难、降本减负，让广大企业家在卫东放心
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卫东区委副
书记、区长张伟说。

每次改变，都是创新，都让城市更具颜
值、更加文明、更有温度。卫东区聚焦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经营，推进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全力打造宜居宜业

“魅力卫东”。
实施宜居工程，提升幸福指数。魏寨

村区域等 9个棚改项目、碧桂园应国府等
22个开发改造项目有序推进；东方骏景小
区等16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建东小区等
45个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实施，141个居民
小区完成“三供一业”改造，辖区近10万人
受益。

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强力推进

道路工程建设，平郏路南延、东环路南延、
湛北路东延、五一路东延等 7条道路建成
通车，平安大道东段、矿工路东段、开源路
中段实施改造，鹰城大道升级改造等道路
工程有序推进，城市路网日臻完善。

绿色是城市的“颜值担当”，更是农民
增收的“金疙瘩”。近年来，该区完成植树
造林 6047亩，累计新增城市绿地 20万平
方米，卫东持续加速向绿而行。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碧水蓝天。以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扎实开展污
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向环境污染宣战，
不断压缩污染空间，优化生态环境。

此外，该区全面推动乡村“五大振兴”，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积极开展“村村整治、争创示范”活动，
建设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东高皇街
道入选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示范街道，蒲城
村被评为国家级、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和
全市“十大美丽乡村”特别奖。

在“十三五”的热潮中，卫东区实现华
丽“转身”。如今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亮
丽大气的城市形象、色彩斑斓的街市楼群，
给辖区群众带来了文明的新风、文化的神
韵、现代的时尚，宜居宜业的魅力展露无
遗。

潮涌卫东 智慧崛起

初冬的卫东，沐浴暖阳。在平顶山市卫东
区光华路街道党群文化广场内，孩子们在追逐
嬉戏，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老人们在吹拉弹
唱，脸上洋溢着喜悦幸福；300余名健步走队员
迈着整齐步伐、列队酷走，附近居民在此载歌载
舞、锻炼健身，到处充满着动感和热情……这是
卫东区和谐而充满活力的一个缩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卫东区秉持民
生导向，坚持把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倾斜，每年实施
十项民生工程，让辖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就业服务。五年累计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1.2亿元，城镇新增就业 6.2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再就业2.3万人。

加大教育投入。建设路小学开工建设，五
一路小学教学楼、上徐小学及附属幼儿园建成
投用，19所学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深入实
施“名师名校长名校”工程，义务教育持续向优
质均衡发展。

深化“健康卫东”创建。率先在全省施行医
疗机构依法执业信用评价监管模式，积极推行

“互联网+家庭医生服务”模式，30家基层医疗单
位加入分级诊疗联合体，高标准通过国家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复审，同时正在积极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区。

扎实推进“平安卫东”建设。深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为辖区居民购买平安家园保险，公众安全
感、执法满意度全省排名逐年提升。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推进“强化为民宗
旨，解决民生诉求”专项行动，切实提升了辖区
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五年累计支付城乡
居民医保金42329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
8144万元，发放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和各类救
助金 8495万元，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832万
元，落实各项惠农补贴2348万元，切实兜牢了
民生底线。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建成4个标准化街道
文化中心、19个社区（村）文化广场及活动室，区
文化馆成功创建为“国家二级文化馆”，成功举办
3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和4届民间艺术表演赛，组
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4000余场，丰富了辖区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今年9月建成首个“家风家
训馆”，引导辖区群众守家规、传家训、扬家风的
文明风尚。同时，探索文化产业发展新路子，推
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在城市商业综合体中建成
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的全国首家“文旅基地”。

“十三五”顺利收官，“十四五”扬帆起航。
谈到今后五年的发展，卫东区委书记王迎波充
满自信：“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
我们坚定不移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加快推进产业、城市、生态、
文化、社会‘五大转型’，持续提升区域经济优
质度、发展集约度、区域开放度、城乡统筹度、
环境友好度、群众幸福度、社会文明度、形象美
誉度‘八个度’，为中原更加出彩、平顶山综合
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贡献卫东力量，
增添浓彩。”

转型发展 强劲发力

城市提质 焕发魅力

民生改善 聚集合力

城乡处处皆风景

致敬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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