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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组织驻地业务机构落户郑州

这个区域协同中心不一般

郑州新闻│062020年 12月2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王屹立 美编 张焱莉

用“硬功夫”啃“硬骨头”
——荥阳市打好脱贫攻坚战纪实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在这里，党建墙上集中
展示了近几年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处处都能看到党
建特色亮点，听到党员充满正能量的心声……12月 18
日，记者走进位于登封市东华镇的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
限公司厂区，就被浓郁的党建文化氛围所感染。

自登封市委创新开展“党建领航、六村联创、三亮
一争”工作以来，登封中联坚持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相
结合、与规范治理相结合、与企业文化相结合、与廉洁
从业相结合。党建工作围绕公司生产经营不偏离，党
建工作基础更扎实、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更强化、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更突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登封中联把制度建设作为加强党建工作的“压舱
石”和“定盘星”，从制度上创新，使党建工作责任与激励
相结合。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结合，公司成立党员先锋
队、青年突击队和技术攻关小组，在安全生产、精细化管
理、工艺质量提升等方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
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建立
了“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干”的双培养模
式，促进党建与业务的融合。

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企业发展。登封中联党支部
先后获得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五好党支部”、中国联合水
泥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通过将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企
业人心更齐了，竞争力更强了，生产指标不断优化，经营
业绩持续提升，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8

本报讯（记者 杨凌）12月 15日，鸿运华宁郑州生物
创新药生产基地项目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正式
启动，这是航空港实验区启动的第一个国家一类创新药
大规模生产基地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部地区首个符合国际cGMP
标准的抗体药物大规模生产基地。基地总投资15亿元，
占地约20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拟于2023年建成投用，
设计年生产能力2500万支单抗制剂。

据悉，鸿运华宁是一家由业界海归人员和国内企业家
共同发起成立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成立于 2010年，
建有省级抗体新药企业研究院和博士后工作站，致力
于心血管、代谢系统及癌症等重大疾病领域，是国家

“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承担单位，采用“杭州
创新策源，郑州产业转化”模式，实施两地协同发展。
此前，鸿运华宁依托郑州临空生物医药园大分子药物
CDMO平台，已经开展了新药工艺开发和样品生产，以
快速推动药物临床试验及上市销售。目前，针对肺动
脉高压、Ⅱ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药物研发已进入技术
工艺转移及中试生产阶段，计划于 2023年上市。8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在日前召开的金水区未来路
街道第一届居民议事会议第一次会议上，80名由辖区居
民群众、个体从业人员、“两新组织”负责人等组成的议事
代表，表决通过了《未来路街道居民议事会议议事规则
（草案）》和《未来路街道民生实事项目票选制实施办法
（草案）》。这是我省首个创新推行街道居民议事会议制
度的街道。

“不同于以往的票决议案，我们自己就能提出民生
实事项目，让街道落实。我们愿意带领居民行使当家
作主权利，参与街道建设。”会后，议事代表刘先生激动
地说。

居民议事会议制度是金水区人大常委会在基层社会
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探索，鼓励引导辖区内居民代表参
政议政，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街道
政务公开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未来路街道居民议事会议为起点，该区17个街道
将在 12月底前全部召开第一届居民议事会议第一次会
议。8

登封中联

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一类创新药
生产基地落户航空港
鸿运华宁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启动

金水区率先推行
街道居民议事会议制度

本报讯（记者 李林）12月 18日，位于郑州郑东新区
智慧岛的豫发大厦楼事会正式成立，这是郑州市助推楼
宇经济发展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在豫发大厦楼事会成立仪式上，郑东新区博学路
办事处牵头组织 11家入驻的企业、物业选举产生了第
一任楼长，并为各参会企业颁发了楼事会“成员单位”
证书。

今年以来，博学路办事处以服务中原科技城建设
为目标，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以智慧岛入
驻企业为重点对象，提供精准暖心服务，用力用情解
决问题。探索实施“一二三四”楼长制，全方位提升了
楼宇及企业服务水平，形成了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好氛围。

据介绍，在博学路党工委的牵头下，成立了楼宇联合
党支部，楼事会在联合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建立

“一二三四”楼长制工作机制。“一”即一套机构楼事会，包
括一个楼长，及物业管理员、税务专管员、安全监管员、防
疫专管员等组成的N员；“二”即楼事议事和智慧营商两
个平台；“三”即资源、需求和项目三张清单；“四”即楼情
通报制度、工作例会制度、临时磋商制度和学习教育制度
四项制度。

同时，依托现有资源，打造楼事议事平台和完善智慧
营商平台，线上线下两个平台，相互依托，互相补充，拓展
服务企业的阵地；并深挖企业和员工的资源和需求，形成
具体可操作的项目，以项目实施带动实际问题解决，如建
立需求清单，摸清企业和员工在日常运营、企业发展、政
务服务、个性化服务等方方面面的需求，提交楼事会列入
清单，由楼长牵头协调解决。8

“楼长制”助推楼宇经济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刘一宁

开放发展的郑州，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
目光。

12月 16日下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简称
UNIDOITPOBeijing）项目北方区域协同中
心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揭牌，标志
着联合国机构首次落户郑州。自此，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与郑州市、河南省之间的务实
合作掀开新篇章。

这是一个啥机构？
据介绍，该北方区域协同中心是联合国

组织在郑州正式设立的第一个驻地业务机
构。

成立于 1966年、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
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联合国负责促
进可持续工业发展和国际工业合作的专门
机构，主要开展减贫、贸易能力建设、能源和
环境等核心业务，旨在通过可持续、包容性

的工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推
动创新。截至 2019年，该组织拥有 170个
成员国，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欠发
达国家。

中国第一批PC机通过什么渠道引进国
内？正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
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为中国引进国外
的资本和关键技术打开了一扇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
办公室（中国·北京）建立于1990年，是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华享有外交地位的驻地
业务机构，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
技术促进网络在全球的 9 个办公室之一。
该办公室致力于促进中国企业同全球企业
间的工业合作，开辟招商引资渠道，规范招
商引资程序、做法，协助企业引进外资、专有
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扩大中国引用外资
机会，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及发展外向型
经济。

“北方区域协同中心从 8月初洽谈，到

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 4个月的时间，是四
个区域协同中心中推进最快的一个。”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
国·北京）主任武雅斌介绍，为加强在华项目
合作，该办公室选择在济南、厦门、成都、郑
州四个城市构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协同中
心，通过项目合作提升区域和所在城市的工
业能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为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增添动力。

会给河南带来什么？
“虽然疫情依旧肆虐，但无法阻隔世界

合作发展的步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
资与技术促进网络秘书处总协调员龚维希
从维也纳发来祝贺视频。他表示，郑州是华
夏文明的发源地、“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和国
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辐射带动能力强；北
方区域协同中心的设立，意味着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网络与郑州市、河
南省乃至中国北方区域开启了全新延展和
链接，将进一步有助于重大外资项目落地，

助力企业“走出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产
业梯度转移。

“这几年，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国际化
建设，郑州的进步都有目共睹。”武雅斌说，
郑州不断厚植交通区位优势，有很强的空间
辐射性，“北方区域协同中心，要在协同，这
个中心不仅属于郑州和河南，而是要辐射带
动整个中原城市群和华北地区。”

国际组织的落地，是一个城市国际化最
显著的标志之一。“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一个
生态圈，国际组织能来，很多国际贸易投资
机构就会来，加速引入资本、人才、产业、技
术和各种资源要素，形成一连串的带动效
应。”分析人士认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
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北方区域
协同中心的落户，对河南构建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国际化水平，以及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背景下推动国际产业合作、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促进作用。8

本报讯（文/记者 李林 图/通
讯员 张文举）入冬以来，郑州市郑
东新区龙子湖区域呈现出多彩景
致，为城市平添不少生机与情趣。

站在望龙桥上远眺整个龙子
湖公园，绿色的松柏、深红的枫
树、艳红的石楠，如同少女的裙摆
一层层扮美着环形、碧绿的湖
水。公园的西南角是园内最具特
色的婚庆沙滩，占地面积约18.73
万平方米，与北侧占地面积约5.6
万平方米的雕塑公园，形成默契
的景观呼应，是周边居民修身养
性、健身娱乐的理想去处。

“在郑东新区管委会市政园
林局的工作指导下，我们重点打
造龙子湖公园绿化亮点，使公园
焕发冬季之美。”河南东越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进一步提升园内景观效果，工作
人员开展了植物边缘清晰化、树
穴整治、补植补种、草坪整形修
剪、病虫害防治、园建维护等方面
的精细化提升。

截至目前，两处园区已完成
道路切边修整约 35000米，树穴
整治提升300个，补植百日红、娜
塔莉等树木20余棵，补种金叶女
贞、鸢尾、红叶石楠等约 7000平
方米，完成绿篱修剪整形、草坪整
治提升超过 24万平方米。同时
全面做好白粉病、根腐病等病虫
害防治工作，有效保证了绿化整
体景观提升效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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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一条条宽敞整洁的水泥路，一栋栋清新
别致的农家小院，一个个设施齐全的文化广
场，一张张喜出望外的农民笑脸……

穿行于荥阳市的乡镇、社区，一幅幅家
富、人和、村美的喜人画卷徐徐展开。

2014年以来，荥阳市紧紧围绕打赢脱贫
攻坚战战略目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2016年年底，4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退出，2019年年底，最后一批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105户、260人脱贫退出，全市贫困发生
率降为“零”，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关乎民心向背的
历史大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强烈的敬畏
之心奋战到底，以硬作风打硬仗，用‘硬功
夫’啃‘硬骨头’，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
色更足、质量更高。”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荥阳市委书记宋书杰说。

强化保障 脱贫动能持续增强

近年来，荥阳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建立了市乡村三级
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制度保障，勇啃最硬骨头。2017
年，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的“荥阳市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每月至少到贫困村（户）调研一次，市委常
委会、市常务会议每月听取脱贫攻坚汇报并
进行研究部署，形成了市委书记、市长挂帅，
市委副书记主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市上
下齐抓共管的脱贫攻坚工作格局。

以督导检查促工作落实，建立“挂包驻
联”责任机制，在全市40个省市级贫困村中
开展“挂包驻联”帮扶活动，树立干部在乡
镇、基层一线成长、历练的导向。建立行业
扶贫工作机制和社会扶贫工作机制，共协调
25个企业对口帮扶 9个贫困村、101个贫困
户。

如今，荥阳市已形成体制内上至书记、

市长，下至单位基层干部，体制外到企业及
自然人，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
位一体”的大扶贫工作格局，全社会人人支
持脱贫，人人参与扶贫，凝成一股绳，聚起千
钧力，共心同建脱贫攻坚伟大事业。

党建引领 抓党建促扶贫

把“党建+脱贫攻坚”作为重要载体，荥
阳市以高质量党建，推动脱贫攻坚高质量。

建立市委书记包乡镇，乡镇党委书记
包贫困村，村党组织书记和第一书记包贫
困户工作制度，从严开展五级书记遍访贫
困对象行动。6 年来，市委书记多次到 40
个贫困村走访、调研、检查，乡镇党委书记
和村党组织书记和第一书记不定时走访、
慰问贫困户。增强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
作的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对扶贫干
部、第一书记培训，共举办第一书记培训班
6 期、720 人次，帮扶责任人培训班 3 期、
5700人次。

坚持从扶贫一线发现和选拔干部，2014
年以来，先后提拔任用 2名能力强、能吃苦、
勇担当的乡镇干部和8名驻村第一书记到重
要领导岗位。

持续开展“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市财政
每年拿出1800万元资金，对在“五星支部”创
建中成绩突出、考核排名在前 30%的村党组
织和村“两委”干部进行奖补，以党建高质量
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

产业扶贫 助力脱贫致富

深秋时节，广武山上，郑州市唯一的全国
扶贫先锋王润沛正在果园里修剪石榴树。

在王润沛的带领下，合作社走出了一条
林果业与林下养殖业有机结合的生态循环发
展之路，为乡亲们搭建共同致富的平台，带动
121户社员走上了小康之路。

王润沛的实践，是荥阳产业扶贫的一个
缩影。荥阳重点发展河阴软籽石榴、草莓、艾
草等特色种植项目，让特色产业成为新的乡

村经济增长点。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今年春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贫困人口外出就业受
到严重影响，荥阳相关职能部门共提供工
作岗位信息 156次，举办企业对口招聘会
38场。

精准施策 巩固脱贫成果

项目建设是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荥
阳市高度重视扶贫项目建设，始终坚持以
项目建设推进和落实扶贫工作。

坚持长短结合、产业类项目优先，实施
的产业类项目不低于总项目的40%。多年
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投资 36266.08万
元，实施项目 375个。全市累计发放扶贫
小额信贷（户贷）217户、949万元。

全面开展消费扶贫。多年来，荥阳市
每年在春季、秋季举办“驻村第一书记产品
展销会”，向市民推介贫困村特色农产品，
引导市民消费。疫情期间，市长王效光亲
自带领四位副市长与网红主播一起，为贫
困村庄特色产品“带货”。2 个小时的直
播，订单达 27 万余单，成交额达 587 万
元。同时，全市各乡（镇）书记、行政村书
记、第一书记、主任也都化身网红，通过各
类APP销售农产品。

扶贫先扶志。荥阳先后在贫困群众中
选树“感动荥阳十大人物”“感动河南十大
人物”，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其中“感动
河南十大人物”——“独臂羊倌”曹建新身
残志坚，三让低保金，帮助其他贫困户发展
产业，成为美谈。

2014 年以来，荥阳市共投资 2.13 亿
元，实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
274个，现在，所有的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建设水平都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宋书杰说，当
前，荥阳切实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和最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好，把扶贫与扶
志、扶智结合起来，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8

晨曦中，刘沟村果农们在浇灌脱贫致富的幸福树——石榴树。8 荥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