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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姜新福）
2021年，信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60.36亿元，是年度目标
的160%、“十二五”5年总投资的104%、“十三五”5年总投资的
74.7%，创历史之最。这是记者日前从信阳市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的。

据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时锋介绍，信阳加快推进“四横六
纵一环”高速公路网建设布局，纳入全省高速公路“13445工程”
9个项目，建设里程 435公里、占全省 3534公里的 12.3%，总投
资584亿元、占全省4480亿元的13%。2021年完成投资106.4
亿元，是省定任务105.97亿元的100.4%。2个续建项目信阳境
内工程进度比其他地市领先，7个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始终处
于全省第一方阵，两次在全省会上做典型发言。

干线公路年度完成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共实施 G107、
G312绕信阳市区段一级公路等 9条公路项目，S205改建工程
提前完工。全年完成投资44.37亿元，占年度目标30.52亿元的
145.38%。

淮河航运工程淮滨段建成通航，息县段即将开工建设，信阳
港·淮滨中心港正式开航，闾河口港区具备开航条件，“一干两
支”水运航道布局已经形成。

全年完成农村公路路网改造703.7公里，改造危桥62座，实
施农村公路安防工程250公里、大中修42公里，全市8600个 2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开通农村客运班线547条，新建候车站
棚52个、站亭195个，新增村村通公交车301辆，打通了群众出
行的“最后一公里”。

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羊山中心枢纽站、
城东停保场、高铁站南广场充电站投入使用，茗阳首末站、家具小
镇首末站具备停车功能；实现足不出户办理老年公交卡线上年
审；新购置100台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新开通5条公交线路，
优化调整11条公交线路，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姚华丽 章
明）1月 18日，固始县今年首期“项目超市”正式开办。县发改
委、县财政局等 9家项目审批部门齐聚项目推进中心，为 2022
年项目谋划、储备、申报和建设工作，开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绿
色通道，力求今年项目工作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确保实现
各项经济指标开门红、季季红、全年红。

据介绍，“项目超市”是固始县新一届县委在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的不利形势下，为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恢复
发展，切实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而提出的创新举措。

今年首期“项目超市”开办时间为1月 18日—24日。目前，
固始县“项目超市”已储备2022年新建项目362个，总投资817.4
亿元；谋划项目660个，总投资3484.6亿元。其中，固始至豫皖界
高速、阳新高速、312国道改线、纺织印染园、白露河新区、滨河新
城、晨怡纺织二期、海融纺织、华纺二期、史河湾产业集聚区智能
电子应用材料产业园、万沟古镇、吴其濬文化园、中广核固始100
兆瓦风电等重大亿元项目全部纳入。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王静）1月
24日，走进潢川县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记者看到一块排列着密
密麻麻的二维码“小方块”展板，摆放在醒目位置。

办事群众只需拿出手机“扫一扫”要办理事项的二维码，即
可“码”上获知办理事项的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咨询
电话等“一次性告知”内容，避免了办事群众因为材料不全而跑

“冤枉路”，切实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这是潢川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深入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又一具体举措。他们对全县
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汇总和梳理，制定出个体工商户设立登
记、社保卡申领、住院费用报销、新生儿参保等75个高频服务事
项清单，并为高频事项办事指南逐一生成唯一的“二维码”，让企
业和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办事所需材料和流程、时限。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邱彦文 符
浩）1月20日，在淮滨县固城、赵集、张里、防胡等4个乡镇的广阔
田野里，一场冬日高标准农田建设大会战，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淮滨县“早谋划、早建设”，成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小组，统
筹调度农田建设工作，明晰责任，监理到位，确保相关工程质量。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项目自 2021年 9月份实施以来，施工
人员抢天夺时、战风斗寒，目前工程已完成90%。项目建成后，
可新增和改善灌溉达标面积20万亩，新增和改善排水达标面积
2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5万亩，新增农田林网防护面
积 11.97 万亩，道路通达率 100%，新增粮食产量 1736.32 万公
斤，受益人口12万余人。7

1月 21日，农历腊月十九，商城县陶家河畔的民俗文化街
上，大红色的灯笼、窗花、春联映红了人们的笑脸；一串串腊肉、
腊鸡和板鸭挂满货架，各种兼具南北风味的特色美食香气四溢，
令人垂涎欲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息。你看，一对小
夫妻抱着娃娃，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选年画呢。7 杨绪伟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大山有别，水佳为淮，人言皆信，日
升曰阳。

山水信阳，锦绣茶都，人称“北国江
南、江南北国”，优越的生态环境、绚丽的
自然风光、独特的资源禀赋、深厚的文化
底蕴、便捷的交通网络，成就“美好生活
看信阳”的底气底色。

2019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深入信阳，嘱托“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
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1月 20日，信阳市委六届二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牢记
领袖嘱托，聚焦“两个更好”，锚定“两个
确保”，对标“十大战略”，实施“1335”工
作布局，加快建设“两个更好”示范区、美
好生活目的地，奋力谱写“美好生活看信
阳”的绚丽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吹响了‘美好生活看信阳’的
奋进号角，激励全市上下团结一心、乘势
而上，砥砺奋进、超越跨越，奋力实现今
年经济工作开门红、全年红。”信阳市委
书记蔡松涛坚定地说。

信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去年投资超160亿元

固始

开办“项目超市”谋突破

潢川

75个高频服务事项“码上办”

淮滨

掀起高标准农田建设大会战

节来年味浓 年画火红红

市县传真

聚焦“两个更好”锚定“两个确保”对标“十大战略”

“1335”开新局 美好生活看信阳

美好生活看信阳，描绘蓝图咋出
彩？

会议指出，推动“1335”工作布
局落地见效，必须坚持党建统领基层
治理，探索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推动
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上下贯通抓
落实。

为此，信阳坚持战略引领规划布
局“一张图”，重在解决“干什么”；资
源要素优化配置“一本账”，重在解决

“怎么干”；用人干事凝心聚力“一盘
棋”，重在解决“谁来干”；党建统领联
动治理“一张网”，重在解决“怎么
保”，以更好地统筹资源、整合力量、
形成合力。

在坚持党委领导核心谋大局和
政府科学谋划抓落实作用的基础上，

成立工业强市、城市建设、乡村振兴、
交旅文创、品质生活 5个指挥部和党
建统领社会治理、文明创建、优化营
商环境 3个领导小组；做强投资促进
中心司招商，成立项目推进中心管落
地；成立督查考核奖惩委员会，推广

“三评两比一综合”，在县乡两级实施
“双向换岗”，深入开展“争先进位谋
出彩”，树立“一线选人、一线育人”用
人导向，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
责、为干事者撑腰。

推动责任上肩，重塑组织架构，
做优县区，做强乡镇（街道），做实村
（社区）网格，做畅联动指挥，形成横
向联动、纵向贯通、线上线下协同推
进的运行模式。同时推动事权跟进，
下放行政执法权限、政务服务权限，
减轻基层负担。实行“块抓条保”，优

化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梳理“县乡
协同事项”清单，形成市级统筹、县乡
一体、块抓条保的基层治理格局。

抓好“减县增乡”，不断提升乡镇
（街道）统筹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干
部治理能力，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
开展“支部联支部”、“红旗村（社区）”
党组织评选、“三零”单位创建和五级
文明创建，做实基层基础，切实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

“望远才觉天地阔，实干方能破
浪行。”蔡松涛表示，全市上下唯有牢
记领袖嘱托，坚持在拉高标杆中争先
进位，在加压奋进中开创新局，才能
加快建设“两个更好”示范区、美好生
活目的地，奋力谱写“美好生活看信
阳”绚丽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7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信阳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陈志伟表示，“1335”工作布局
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美
好生活看信阳”既是做好“两个更好”
信阳答卷的具体实践，也是加快老区
振兴、加速绿色崛起的内在需要，更
是信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行动
指南。

常言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会议描绘的“美好生活看信阳”
愿景中，这些目标任务引人关注，动
人心弦：

产业绿色崛起。信阳将坚持以
未来人居科技产业为主线，统筹推进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未来产业谋篇布局，坚定不移推
进工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激活存
量、扩大增量、优化常量、抓好变量，
形成国家未来人居科技创新高地。
做大做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绿色
食品、时尚纺织，打造 4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培育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建
造两个500亿级产业集群，力争生物
医药产业三年实现100亿目标。

建造花园城市。坚持中心城区
龙头带动，推动信罗同城化、潢光一体
化，支持固始建设豫皖交界区域新兴
城市中心，各县区联动发展。打造浉
河景观带、科创新城、高铁CBD、职教
新城；加快城市生态绿网、城市水网、
交通骨干路网建设，三网融合同构山

水城市；统筹中心城区有机更新和安
置区建设，持续开展城区人居环境整
治，推动拆墙透绿，一体构建生活圈、
健身圈、阅读圈；全面推广绿色装配式
建筑、光伏建筑、森林楼宇、超低能耗
建筑，积极导入绿色家装、生态家居、
智能家居等产业，加快启动羊山未来
人居科学城核心区建设；实施“美好公
寓”计划，建造“活力街区”，构建时尚
商圈，打造宜游宜业的酒吧街、创业示
范街，开发城市夜游餐饮精品路线，推
出更多网红打卡地。

乡村振兴扛旗。县区建设 10个
乡村振兴示范区，每年建设100个示
范引领村、1000个生态宜居村，打造
乡村美好生活综合体；围绕茶叶、油
茶、弱筋小麦、优质水稻、水产、中药
材等优势特色产业，统筹“一业一群”

“一县一园”“一镇一品”，实现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城郊乡镇
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共享农业、高科
技农业园区等，让“城市农夫”有块
田、“未来农业”有样板；以城市名片
标准建设毛尖小镇、重振国际茶叶市
场、经营“信阳茶文化节”IP，做大“信
阳山茶油”，深入推广健康养生的信
阳美食，加速推进信阳菜产业化连锁
化经营，创建美食地标城市，培育“食
尚信阳、道地食材”公用品牌，助力信
阳食材迈进大城市大市场。

交旅文创出彩。通过与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体系相结合，实现“快进

慢游深体验”。实施交旅融合，推进
通景道路、生态廊道、休闲步道等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集观光休闲于
一体的主题公路，把旅游景点景区穿
珠成链，实施“大别原乡、旅居信阳”
百家主题民宿示范工程；深挖传统文
化和红色资源，建设大别山精神文化
旅游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二十五
军纪念园，打造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
传承区，启动全国研学旅行示范城市
创建；加快完善“吃住行游娱购”链
条，持续推进鸡公山、鄂皖苏区首府
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积极推动
汤泉池、黄柏山、西九华等特色旅游
景区提质发展，支持商城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

品质生活引领。聚焦“一老一小
一青壮”，充分发挥区域教育、就业、
医疗、文化、养老等资源优势，以品质
生活夯实美好生活之基。确保学前
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支持组建信高教育集团、平
桥教育集团，司马光教育集团；高标
准推进“人人执证、技能河南”建设，
大力推进招才引智，每年吸引 1万名
以上高校毕业生在信阳就业创业；建
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区域性重大疫
情救治基地；新建、改扩建一批体育
公园、科技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实施

“书香信阳”系统工程；围绕“两湖一
山”区域，建成一批医疗康养服务产
业园区、健康旅游基地。

会议指出，省委鲜明提出“两个
确保”“十大战略”，结合信阳实际，
抓 好 贯 彻 落 实 ，关 键 是 实 施 好

“1335”工作布局：
塑造一个品牌，即：塑造“美好

生活看信阳”品牌，打造“两个更好”
示范区、美好生活目的地，用动态的
进行时，为贫困地区全面脱贫之后，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作出信阳探
索。

明确三大定位，即：“鄂豫皖省
际区域中心城市”，建好区域经济中
心、区域文化中心、区域枢纽中心；

“大别山（豫南）高效生态经济示范
区”，做到大别山区域生态最优，打
造“两山”理论生态价值转换地，创
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长三角产业协同创新区”，做到交
通联通、产业贯通、创新融通、要素
协同。

实现三个突破，即：深化改革创
新驱动，在思想观念上突破。系统
思维落地，深化国企改革，攻坚“四
项改革”，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强化
三项服务，在营商环境上突破。政
务提速，便民提效，利企提质。强化
党建统领，在基层基础上突破。按
照“党建统领、数字赋能、协同联动”
的总体架构，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
理能力。

突出五个着力，即：着力产业绿
色崛起，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做大装
备制造产业，培育绿色建造产业，做

强电子信息产业，做优绿色食品产业，壮大时尚
纺织产业，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全力以赴招商引
资；着力花园城市建造，开发建设“一带三区”，
构建山水城市，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开展未来社
区建设，构建韧性城市，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
着力乡村振兴扛旗，“十百千万”引领乡村振兴
示范，“三块地”改革激活要素资源，“多彩田园”
升级做强农业产业，特色品牌创建振兴“两茶一
菜”，培育“食尚信阳，道地食材”公用品牌；着力
交旅文创出彩，构建现代立体交通体系“保快
进”，打造文化旅游新业态“享慢游”，推进文旅
文创融合“深体验”，塑造全域旅游品牌“显特
色”，开展文明创建“提品质”，建好区域消费中
心；着力品质生活引领，基础教育树立信阳品
牌，就业创业夯实民生之本，医疗卫生增进健康
福祉，文体设施丰富精神需求，构建品质养老产
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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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目标最动人2

如何保证绘出彩3

信阳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确定“1335”工作布局。7 刘宏冰 摄

信阳明天更美好信阳明天更美好。。77 吴玉明吴玉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