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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位于商丘市区东部，总规划面积约328平方公里，人

口约37.5万人。

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务实重干，拼搏进取，奋力实现“十四五”

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良好开局。

“十三五”时期，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完成75.7亿元，区级税收累计完成33.4亿元，非税

收累计15.7亿元，基金收入税收累计171.6亿元，对

比“十二五”分别增加 16.9亿元、18.5亿元、13.4亿

元、136.9亿元……一串串耀眼数据背后，清晰地跳

动着示范区发展的强劲脉搏。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史保堂

党中央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
以来，示范区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全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乡村面
貌持续改善提升。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具有示范区特点的乡村振兴之路正
迈出新步伐。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示范区以基层党建
红旗村为引领，打造“五面红旗观摩评比”特
色品牌。每年开展两轮评比，以观摩加压、用
评比带动，有效推动了全区基层党建工作的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自 2018年开展“五面
红旗”观摩活动以来，示范区党工委共评出

“五面红旗”村（社区）72个，其中基层党建红
旗村 27个、美丽乡村红旗村（社区）21个、脱
贫攻坚红旗村 8个、产业发展红旗村 8个、乡
村文明红旗村（社区）8个。每获得一面红旗，
村党支部书记工资上涨 200元，其余村班子
成员上涨 100元，充分调动了农村干部的工
作积极性，实现了基层党建持续强化、脱贫攻
坚卓有成效、乡村文明持续提升、美丽乡村持
续推进、农村产业稳步发展。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示范区以集中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对分包乡镇的
联系点进行了全面筛查，确定 5个软弱涣散
村级党组织。通过落实“四个一”整顿要求，
先后开展多轮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工作，
目前这 5个软弱涣散村已全部整顿完毕。贾
寨镇孟庄村被省委组织部评选为省级基层党
建示范村，张阁镇张堂村、贾寨镇杨八集村、
周集乡杨阁村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市级基层
党建示范村。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示范区坚持把创建
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产业兴旺、助推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调整结构、整合项目、
基础先行、招商引资等措施，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推动现代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引领带动乡村产业做大做强和农业发展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示范区现已编制完成《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布局规划》。打通
高铁东站地区至贾寨镇纵贯南北全长 38公
里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带，建设高铁东站地
区、周集乡、张阁镇、民安街道和贾寨镇 5个
农业产业园区。目前，1万亩应天云耕项目已
经落地，正在加快推进；周集乡 7000亩的草

莓蔬菜瓜果种植园区、张阁镇3000亩的蔬菜
水果种植园区和民安街道 3000亩温棚水果
园区已形成规模；贾寨镇3000亩的优质杂果
基地已栽植完成；贾寨镇君园高效养殖基地
和30万头生猪智能养殖项目已经投产。

现代特色产业让村民鼓起“钱袋子”。例
如，周集乡宋楼村的500余座草莓大棚，年产
值2400万元以上，纯利润1000万元以上，安
置富余劳动力 500多人，助力群众致富增收
奔小康。下一步，该区将加大财政投入，每年
财政列支5000万元用于农业产业发展；将依
托“农业产业示范带”“黄河古道生态示范带”
和 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创建示范区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两带五园”现代农业
发展新格局。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示范区将紧
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增量提质、高点开局”为统揽，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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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示范区绚丽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③9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6月 28日，记者走在示范区豫苑路上，一块块
宣传版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示范区切实加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示范区深入
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及时动员安排
部署、健全组织明确分工、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努力做好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工作。

示范区目前在建安置房项目 14 个，共

42184套、625.2万平方米。今年上半年，该区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安
置房项目建设分配工作，让回迁群众早日住上
新居。现已完成2个安置房项目分配，分配安
置房1421套，涉及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约可
安置4548人。推进惠民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上半年，该区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
推进新一轮“村村清”“村村亮”以及坑塘整治、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力度，惠民工程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打通“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零距
离”。今年上半年，该区还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示范区审批服务局进一步精简事项、优化流
程、提升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
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今年6月，经济日报《“一枚印章”审批服务显活
力》报道了示范区的先进经验做法。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示范区坚持把“我为
群众办实事”作为学史力行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不断增强宗旨意识，提升服务群众
能力。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有力促进了全区
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第一季度示范区生
产总值为 23.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13.1%，增速位居全市第一名；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5%，增速位居全市
第一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3%，增速位居
全 市 第 三 名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25.7%，增速位居全市前列。

盛夏 6月，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智蓝”）组装车间内，
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人正在熟练地操作机器，
从一个底盘骨架到一辆小型货车完成只用了
百米的距离。

“河南智蓝”于 2019年 6月 20日正式开
工建设，投资 16.1亿元的“河南智蓝”商用车
生产项目，有效施工时间仅用 189天便实现
首台汽车下线，创造了工业项目建设的“商丘
速度”“示范区速度”。2020年 6月 1日公司
正式投产，北汽福田新能源商用车填补了商
丘没有整车生产的空白。

近年来，示范区瞄准先进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现代物流、高端服务业主导产业，激活招

商引资机制，实行项目落地权下放开发区、物
流区、商务中心区，在全区遴选一批招商人员
充实到招商队伍中，对招商有功人员进行重奖
和重用，全力推进项目引进，助推经济发展。

投资 30亿元的商丘动漫科技产业园、投
资 18亿元的新吉奥控股集团商丘基地、投资
13.7亿元的商丘国际会展中心开工建设；投资
36亿元的神火铝箔等一批工业项目、投资5亿
元的传化公路港二期等一批物流项目、投资
30亿元的绿地中央广场等一批现代服务业项
目按节点推进。目前，投资5.6亿元的创慧新
材料等3个项目投入生产；神火铝箔项目已实
现试生产，绿地五星级酒店即将开业迎宾。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这片

土壤。
为持续优化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示

范区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每个在建项
目和在谈项目都成立由一名处级干部任指挥
长的指挥部，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服
务；推行“两不接触”，坚持“三个”打击，实行

“四个严禁”；每个项目都实行首招负责制、一
站式服务制、限时办结制、过错追究制、客商
评议制、按期兑付制；成立示范区审批服务
局，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在
全市率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
作，开展“一枚印章管审批”政务服务新模式，
努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
事最快的“政策洼地”和“服务高地”。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以下
简称“两城”联创）是商丘市委、市政府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两城”联创工作的主战
场和核心区，示范区在2018—2020年创建周
期中，坚持全区动员、全民参与、全力以赴，凝
聚起创建强大合力，以实际行动为商丘市实
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目标作出积
极贡献，体现了示范区担当，展现了示范区风
采。目前，示范区城乡面貌发生美丽嬗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基础设施完善提升。3年时间里，建设道
路和桥梁项目166个，完成投资98亿元，辖区
道路总里程达310公里；完成绿化项目53个，
总绿化面积600余万平方米，投资35.9亿元；
护坡修葺51公里，绿化面积280万平方米，内
河生态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造提升背街
小巷 168条、老旧小区 58个、农贸市场 6个、

“七小”门店2300余家、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
36处；实施“厕所革命”，新建各类水冲式公厕
200余座，全面取缔建成区内旱厕。

交通秩序规范有序。按照“方便群众、应
划尽划”原则，市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
市场、单位家属院等处的停车位全部施划到
位。投入 1.6亿元，建设停车房 17万平方米，
大大方便了市民群众，确保辖区道路交通畅
通有序。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3年时间里，清除黑
臭水体 200余处、大面积垃圾 1100余处、垃
圾死角800余处；硬化裸露黄土地2万余平方
米。各乡（镇）、街道均建立了垃圾收运体系，
城乡环卫保洁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居环境得
到持续优化美化。

教育基础设施更加完善。3年时间里，新
建学校 11所，建筑面积近 18万平方米，总投

资3.56亿元，增加学位近2.2万个。改扩建学
校 35 所，建筑面积 2 万余平方米，总投资
4000余万元。

市民办事更加方便。3年时间里，总投资
约 7.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3万平方米的平
台、平安、民欣、中州 4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建设加快推进。

志愿服务出新出彩。3年时间里，全区志
愿者人数增至2.4万余人，志愿服务总时长达
80余万小时。目前，“雷锋精神”已经融入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困难找志愿
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在示范区蔚然成风。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有声有色。3年时
间里，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 2600 余
人，星级文明户、身边好人、道德模范 700个
（位），开展“孝善敬亲”等活动 1200 余场
（次），精神文明之花在示范区璀璨绽放。

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两城”联创让生活更美好

乡村振兴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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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⑨6 陈炫羽 摄

美丽乡村展风情。⑨6 商丘示范区农业农村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