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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五星”支部创建 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孟州：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盛夏时节，草木葱茏。在城乡的丰
收田野，在焊花飞溅的建设工地，在只见
机器不见人的智能化车间……一场场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促进发展高质量的生动
实践正在河阳大地铺开壮美画卷。

孟州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聚精会神抓党建、一心一意谋发展，
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
一要务”，努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不断深
化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形势好、态势好、趋
势好的良好局面，有力助推县域经济“成
高原”。

7 月 1 日，建党 101 周年。母亲河
畔、孟州黄河大桥上，孟州市举办“守护
母亲河 喜迎二十大”主题党日活动，进
一步坚定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加过硬的
能力作风向着“两个确保”奋勇前进。

高质量党建是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保障。
先来看一个行业领先背后的“红色引擎”

驱动：
位于孟州市的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气缸套智能制造生产线车间，几乎见不到
工人的身影，气缸套从毛坯到成品再到包装
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作为一家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原内
配党委坚守国有企业的优良传统，将党建工
作作为企业健康、快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强大“红色引擎”，不断建强党委领导班子，将
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安排、同推进、同考
核。去年，中原内配党委获评为“河南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

连续两次入选“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
市”，连续11年跻身“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
县市”，县域经济发展位列全省第二，入选全
省首批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
被赋予160项省辖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孟州，这样一个不沿边、不沿海，地上地

下无资源，人口仅有 40万的内陆县（市），何
以能在全国、全省斩获如此多富有“含金量”
的殊荣？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理念，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创新驱动，
引导企业研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推广新工
艺，依靠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为县域经济‘成高原’积蓄力量。”
卢和平一语中的。

近年来，孟州坚持党建统领，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形
成了装备制造、皮革制造、生物化工三大主导
产业，培育了保税经济、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车三大新兴产业。

装备制造产业，以世界最大的发动机气
缸套生产企业中原内配为龙头，集聚英国
GKN、德国莱茵金属等关联企业 50余家，产
品行销世界五大洲。

皮革制造产业，以世界最大的羊剪绒生
产企业隆丰皮草为龙头，建设总投资70亿元

的隆丰皮革产业园，实现了从“皮毛初加工—
研发设计—终端制造—品牌营销”的全产业
链覆盖。

生物化工产业，以世界最大的核黄素生
产企业广济药业为龙头，吸纳集聚关联企业
40余家。

电子信息产业，规划建设了占地 600亩
的电子信息产业园，浩泽电子智能手机对焦
驱动原件产销量全国第一。

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施了总投资30亿元
的电动汽车产业园；与天能集团合作，建设新
能源电池孟州基地，日产量达7.5万只。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孟州的高质
量发展，关键在党建引领。在党的指引下，孟
州儿女不忘初心、踔厉奋发、逐梦前行，创造
了一个个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践行新发展理念是一场“接力跑”，推动
高质量发展是一次“耐力赛”。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孟州一直在
路上！

6月 30日，孟州黄河大桥北收费站。一
辆辆汽车经人工收费道口和 ETC道口通过
收费站，驶向黄河南岸。

“大桥修通后，俺不用从温县或吉利区
那边绕路了。”驾驶员刘晓庆说，“太方便
了，俺运的都是新鲜水果，时间越短损耗越
小，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真是座便民
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成通途。5月 26
日，随着工作人员移开临时路障，一辆辆机
动车顺利穿行孟州黄河大桥，意味着国道
207 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顺
利通车运营。

提起这座桥，关注最多的自然就是黄河
北岸孟州市的人民。

孟州，是黄河的出山口。黄河由此挣脱
两岸高山峡谷的束缚，最终流向广袤的华北
平原。然而，地处黄河要津，自古以来，孟州
境内却没有一座连通南北的黄河桥。

这个“缺口”，一度限制了孟州“走出去”
的脚步，制约孟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孟州
40万儿女心头上的缺憾。

2017 年以后，新一届孟州市委领导班
子坚持党建统领，把黄河大桥的开工建设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上下奔走、多方协商，期盼
已久的黄河大桥于当年 9月开工奠基。

5年，1000 多个日夜，为了圆一座桥的
梦，孟州人拼出了孟州速度，也拼出了孟州
质量。

先看速度：2018年 5月 7日征拆清点开
始；2018 年 9 月，首根桩基开钻；2019 年 8
月，南岸正式开工；2021 年 9 月，大桥两岸
顺利“会师”合龙；2022年 3月，大桥主体完
工；2022 年 4 月，连接线工程全线完工；
2022 年 5 月 26 日，国道 207 孟州至偃师黄
河大桥正式通车。

再看质量：这是全国首座跨黄河装配式
钢混组合梁特大桥；“双幅整孔架设，架桥机
施加向上反提力”施工工法，属国内首次使
用；波形钢腹板梁顶、底板同时浇筑工艺为
国内首创；主桥采用 80米跨径钢箱梁，最大
重量 510吨，引桥采用 50米波形钢腹板梁，
最大重量 380吨，为国内同期应用该技术规
模最大的桥梁项目；填补了两项国内同类施
工的技术空白。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孟州儿女圆梦今
朝！

对于孟州来说，这座大桥是从这里通向
郑州、洛阳的咽喉工程，更是将孟州的工业
产品、特色农产品等运出去的重要通道。通
车后，孟州到郑州、洛阳两座城市畅通无阻，
与豫中、豫南地区的交流也将更加方便，对
于孟州经济进一步崛起、协调黄河两岸的经
济结构，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该 项 目 通 车 运 营 后 直 接 打 通 国 道
207 断头路，畅通国家公路交通运输大通
道，对推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及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促
进郑洛焦深度融合发展，造福三地人民群
众。”孟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7月 1日，孟州在黄河大桥上举行“守护
母亲河 喜迎二十大”主题党日活动，向党送
上最美好的祝福，向孟州 40万父老乡亲立
下最庄重的誓言！

“我们将以黄河大桥的建成通车为新起
点，发扬‘开放、创新、崇文、融合’的孟州人
精神特质，凝心聚力、赓续前行、爬坡过坎、
争先进位，进一步传承好黄河文化、讲好孟
州故事，让孟州这颗黄河明珠更加灿烂耀
眼！”焦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州市委书
记卢和平说。

“‘五星’支部创建，支部书记上前，全体党
员紧跟，为民排忧解难，群众拍手称赞……”连
日来，这首顺口溜在河阳大地悄然流传。

5月初以来，孟州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为契机，以创建“五星”支部为引领，高位谋
划推动，掀起了创“星”争优热潮，各乡镇（街
道）党（工）委和村（社区）党支部切实推动“五
星”支部创建活动走深走实，全面加强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孟州市首先抓的
是“关键少数”。

卢和平带头到联系点大定街道段西村调
研指导，31名县级干部分头到所联系支部，
帮助谋划定策。

11个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对所辖村
（社区）逐个过筛，“一对一”研判村情，“手把
手”指导制订创建计划，形成“创建说明书”。

38个直接负责的市直单位党委（党组）
书记对照方案要求，细化工作举措，明确任务
目标，全力做好人、财、物等资源的下沉调度。

289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组织召开党
小组会、党员会、群众代表会，广泛听取意见，
并按照立足实际申报、提高标准创建的原则，
交“两委”会研究，确定了上报本村（社区）的创

星“靶向”。
着眼长远，将创建工作与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任期挂钩，这是孟州“五星”支部
创建的显著特色。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在2022年创
建规划的基础上，根据辖区特色和资源禀赋，谋
划制订3年创建规划，力争用3年时间，消除“一
星”“二星”支部和软弱涣散村，实现支部工作全
面过硬，基层治理能力与水平迈上新台阶。

94家机关党组织、8500余名机关党员干
部到社区无主楼院报到，认领服务岗位，联办
组织活动，参与常态化疫情防控值班值守等
工作，工作成效与干部年度考核挂钩。

组织部门从市直单位抽调 10名第一书
记、2支工作队的精干力量，参与软弱涣散党
组织整顿，让机关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一线砥
砺意志品质、锤炼过硬作风、提升“七种能力”。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今年俺源
沟村党支部的目标就是继续保持在先进行
列，争创‘五星’！”

“俺村有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同心同力的党群干群关系，党总支
要按照‘五星’的标准，拿出‘五星’的干劲，让
缑村‘老先进’绽放‘新光彩’！”

前不久，孟州市举行的“五星”支部创建
村社干部大比武决赛上，槐树乡源沟村党支
部书记汤长军和河阳街道缑村党总支书记薛
珍珍，一边隔空“较劲”，一边当众立下掷地有
声的誓言。

在“五星”支部创建中，市、乡两级开展
“现场大比武”“视频大比武”“演讲大比武”等
活动，让村党支部书记在看中学、讲中悟、行
中比，倒逼他们从思想上真重视，在行动上出
实招，促进“三星”“四星”支部连片、“五星”
支部不断涌现。

孟州精心打造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队伍中
的“领头雁”，组建阶梯式“冲顶”梯队，拟争创

“五星”支部 3个，作为代表孟州争创省优品
牌的“尖刀班”；拟争创“四星”支部28个、“三
星”支部87个，创建标准全部与“五星”看齐，
作为随时可以顶上的“预备队”，形成千帆竞
发新态势。

“开展‘五星’支部创建，是夯实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是推动城乡基层治理
的重要抓手。”孟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霖
说，该市将不断探索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
新路径，持续推进“五星”支部创建，让群众有
更多的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党建统领
一座天桥飞架南北

强基固本“五星”支部星光闪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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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引擎”县域经济提速增效3

7月1日，孟州在黄河大桥上举办“守护母亲河 喜迎二十大”主题党日活动。

中原内配办公区党建标识。

孟州市城市党建标识。

城伯镇后姚村北一处麦田，党员志愿者
在帮助群众收小麦。

美丽田野党旗红。

国道国道207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