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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扬帆新征程扬帆新征程
——许昌市建安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王平 李水安 陈灏

全国知名的发制品加工出口

基地、汽车传动轴生产基地、农副

产品加工产业基地、精细化工产业

基地……这是许昌市建安区闻名

遐迩的“老”名片。

黄河鲲鹏生产基地、国家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全国科技创新

百强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试点区……

这是建安区强势崛起的“新”品牌。

防汛救灾，疫情防控……在两

场硬仗中，建安区广大党员干部闻

令而动、全员出战、担当奉献，奋勇

冲锋在防汛与防疫一线，奋战在任

务最艰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为

群众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红色堤

坝”。

在筑梦新时代的征程中，建安

区紧紧围绕许昌市委、市政府“解

放思想、拉高标杆、奋勇争先、更加

出彩”的部署要求，以改革之笔、创

新之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许昌市建安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传来的数字让人振奋：“十三五”期

间，全区累计签约引进亿元以上项

目 271个，总投资 1033亿元；累

计实施重大项目 473个，完成投

资 1218亿元；全区生产总值从 5

年前的 243亿元，连续跨越 300

亿元、400 亿元两个台阶，增至

407.9亿元，年均增长 8.2%；一

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5年前的

11.36亿元增加到21.64亿元，年

均增长 13.7%，经济总量提前一

年、财政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三

五”奋斗目标。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作为

就要更出彩。”建安区委书记马浩

说，建安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大力实施“2236”区域发展计划，

团结一致、务实重干、勇开新局，奋

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推动建安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以前小区道路都是坑坑洼洼，污水横
流，各种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杂乱无章。现
在家属院面貌焕然一新，环境变整洁了，车
辆停放有序了，住着可舒心。”在建安区南
湖苑家属院，年近八旬的张爱莲老人讲起
老庭院改造带来的生活变化，两眼放光。

最美的风景是“和谐”，最好的感受是
“幸福”。建安区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办实事、增福祉，群众
获得感明显增强。全区民生财政支出达到
156.9 亿元，较“十二五”增长 85.2%。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884 元增加到
24820元，增长了 47%。

5 年前，建安区的农村学校基础设施
相对薄弱，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比较突
出。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
的需求，他们相继投入近 40亿元，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校 54所，新增学位 2.5万余个，
成功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教学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

5 年前，建安区乡镇卫生院条件相对
较差，敬老院设施不完善，养老产业几乎没
有。5 年后，全区乡镇卫生院完成新一轮
改造提升，区人民医院及疾控中心等项目
启动建设，“互联网+智慧医疗”三级服务
网络建成投用，优质医疗资源实现城乡居
民共建共享；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
盖，引进社会化养老机构 16家，建成农村
幸福院 103 个，城乡养老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建安区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硬化路
和城乡公交一体化，提前两年实现安全饮
水全覆盖。

昔有七子唱大风，今有建安谱新篇。
建安区委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坚持民生优
先理念，办成办好了一大批看得见的民生
实事，为全区人民送上了可触摸、可感受的
民生温暖。

民生优先

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8月 14日，在位于建安区的黄河鲲鹏生
产 基 地（B 区）一 派 忙 碌 景 象 ，一 台 台
Huanghe牌 PC机下线装箱、整装待发。

“凭着建安区优越的发展环境和配套服
务保障，黄河鲲鹏生产基地建设（B区）项目
仅用时 35天就实现了台式机投产下线，创
造了‘建安速度’‘许昌效率’，为‘鲲鹏’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黄河鲲鹏生产基地负责人
郑文青说。

发展鲲鹏计算产业，是我国自主创新、
“振芯铸魂”的一件大事。鲲鹏产业量产中
心、供应链保障中心、检验检测和销售中心
落户建安区，将使建安区乃至许昌市加快集
聚一批产业链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专用
设备等配套企业，形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
的鲲鹏产业集群。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
来。”建安区区长高雁说，“建安区要实现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树立‘项目为
王’的理念，以项目建设实绩论英雄，激发大
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干劲和热情，为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鲲鹏产业制造基地

落户建安，既是建安区重大项目建设的代表
作，也是许昌智能制造发展的大手笔。这样
的精彩之作亮点纷呈、好戏连台，为全区创
新驱动、产业升级按下了“快进键”。

走进建安区远东传动轴公司智能制造
中心，看不到工人密密麻麻抓进度、赶订单
的场景，只见一个个工业机器人“不知疲倦”
地自动抓取、组装各种零部件……

“一条传统生产线需要 30多名熟练工
人，现在一条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就能完成。”
远东传动轴公司董事长刘延生说，“通过智
能化生产线项目改造，我们的生产成本降低
了 15%，生产效率提升 20%以上，万元产值
综合能耗降低了10%。”

以创新促转型，向“智造”要活力。包括
远东传动轴公司在内的建安区装备制造企业
纷纷建设智能化制造车间，搭建大数据云平
台……而今，远东传动轴公司的传动轴组装误
差从厘米级降至毫米级，产品畅销欧美等海外
市场，获评“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智造引领，既有传统产业“老树开新
花”，又有新兴产业“新芽成大树”。“十三五”
期间，建安区电子信息、环保装备及服务两

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发制品、汽
车零部件及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生产工
艺快速提升，从传统制造、自动化制造到智
能化制造连续不断实现跨越。

突出特色，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建安
区坚持特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高技术生产
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从 36.4%提升到 46.3%。全省
唯一、发制品行业唯一的国家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成功获批，中国（许昌）国际发制品
交易中心开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全球假
发分拨中心正式投用。多式联运物流港、综
合保税区等重大项目快速推进，区域性物流
中心正在加快形成。

苦练内功，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建
安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平台的带动
作用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大力加强科技创
新，全区高新技术企业从12家增加到28家，
相继荣获科技进步奖 13项，省市重大科技
专项立项数量连续 4年位居全市第一，成功
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坚持“智造强区”，致力于抓转型、强创新，
建安区产业发展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质变。

项目为王 智造引领产业升级

在建安区北海公园，30多米宽的水系
如同蓝色的飘带向远方展开。湛蓝的水面、
蜿蜒的岸线、漂亮的水岸建筑，融成了一幅
让人流连忘返的画卷。

建安区坚持“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理念，
紧紧围绕“全面宜居、全域宜居”目标，以百
城提质、文明创建统筹城市建管，着力强基
础、补功能、提品质，居者心怡、来者心悦的
宜居之城魅力彰显。

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5年前，
建安新城区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尚不完善，
老城区环境面貌不尽人意。5年后，郑合高
铁许昌北站、建安中学、永宁街中小学、魏风
路中小学等项目建成投用，文峰北路改造提
升、莲苑路、高铁组团道路等竣工通车，一批
三产服务业项目相继入驻；北海公园、东部
水系及生态旅游养生产业带成为建安区的
亮丽名片。新老城区道路、管网、生态、供暖
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商超等配套功能日
益完善，城市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水平不断
提高，相继荣获全国文明城市、森林城市、水
生态文明城市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卫生城

市等称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力有效。建安区

在全省率先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全域市
场化；污水处理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建成污
水处理厂（站）11个，户厕改造应改尽改，创
建了一批省级“千万工程”示范乡镇和示范
村，人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相继荣获
全省四美乡村示范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
进区等多项荣誉。5年来，建安区相继投入
20多亿元，加强林水生态建设，累计新增绿
化 面 积 9.53 万 亩 ，林 木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33.5%，建成国省道、河道景观带 790公里，
打造了蓝绿交织、林水相依的绿色建安、水
美建安。建安区的形象不断向好、环境更加
宜居，赢得了广泛肯定和赞誉。

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发展亮点。5年来，
建安区委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理念，致力于大开发、大建设，实现由县
到区的华丽转身。围绕“一心两轴三带四区
五支点”总体空间布局，统筹推进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强基础、补功能、
提品位，全面掀起开发建设高潮，加快推进

全域城市化。
5年前，新城区规模较小，承载力、集聚

力、拉动力还不强，城乡交通网络还不完善。
5年后，新元大道东延、许鄢城际快速通道、昌
盛路、新107国道、魏文路、忠武路、中原路等
交通大动脉建成通车，体育会展中心、北方周
庄、高铁组团、西部新城等片区综合开发加快
实施，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颜值加快提
升，城市牵引带动能力持续增强。建安区坚
持把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半以上投向乡村，大
力推动城市服务向农村拓展，城市产业向农
村下沉，城市功能向农村延伸，累计新建和改
造提升农村公路 502公里，建成“四好农村
路”362公里，获评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12所、幼
儿园 13所；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分别增加到64.2万亩和42.1万亩，培育现代
农场982家，乡村振兴工作走在省市前列，成
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

5年来，建安区委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围
绕宜居建安建设，致力于创优势、提品位，城
乡宜居度明显提升。

基础先行 魅力之城展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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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建安区一次党代

会吹响了加快发展的新号角：今后 5年，建
安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统
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改善民本民生，提纯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成色；持续强化产业培育，
增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产业支撑；持续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内生动力；持续推进城乡融合，激活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潜力；持续促进文化繁荣，培育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动能。在许昌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中持续走在前列，实现经济发
展高质量、城乡建设高水平、人民群众高素
质。

新时代华章铺展，新征程浩然开启。
建安区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解放思想、拉高标
杆、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工作要求，强化
政治统领，坚持以人为本，带头躬身入局，
大力实施“2236”区域发展计划，团结一致、
务实重干、勇开新局，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
代的崭新业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安区的锦绣篇章！

谋划长远

担当实干绘就蓝图

机械臂在智能化生产线作业

芳容初露的许昌市体育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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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区交通通达建安区交通通达，，区位优越区位优越

远东传动轴公司的现代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