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工作 有解思维
奋力谱写偃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时代，是不懈奋斗、再创辉煌的新时代。

7月30日，偃师区召开2022年上半年经济工作会

议，发布该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年中“成绩单”亮眼

提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2%，居洛阳市各县（区）第2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5.2%，居洛阳市各县（区）

第 2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8.7%，居洛阳市各县（区）

第2位，实现了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超半”目标。

近年来，偃师区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洛阳市委

的部署要求，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紧紧

扭住产业发展、城市提质、乡村振兴“三项重点工作”，

坚持“用心工作、有解思维”，持续强化“答卷意识”，推

动重点工作落实落细，在洛阳加快“建强副中心、形成

增长极”中勇担当、敢作为，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田宜龙 范坤鹏 焦可艳 牛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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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蓬勃发展
为县域经济增势赋能

▲首阳山森林公园。

▶高效农业为乡村振兴赋能。

漫步在首阳山森林公园，享受生态建
设带来的绿色福利；来全民健身中心，赛一
场酣畅淋漓的篮球比赛；到祥和巷社区，上
楼坐电梯、出门进游园，感受老旧小区改造
带来的便捷舒适……

一个个新变化，是偃师区以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为总抓手，落实城市提质

“351”工作举措，着力推进“文化进社区”等
重点工作，围绕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志愿
服务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城市内涵
和品质带来的新体验。古都已然翻开百姓
期待的新篇章。

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谋划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49项，滨河路、华夏西路提升
改造，荣泰路、聚贤路北延等 4 条道路完
工，乔村西路、民康巷、河洛巷北段、河洛巷
南段等 4条背街小巷改造完成，首阳路、槐
新路雨水泵站完工，泰和路污水管道连接
工程、老城湖临时排水渠及泵站完工。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 6个、惠及居民 206户，建
成安置房419套、安置群众473户。

治理水平持续提高。推动公共服务进

社区，实施首阳山体育公园、滨河游园体育
运动公园、党群服务中心等社区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 12项；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物业全
覆盖，预计 2022年年底，全区物业覆盖率
由目前的 25%提升至 80%；深入开展交通
秩序百日集中整治、市容环境专项整治、城
市清洁集中行动，集中治理流动摊贩、店外
经营、“牛皮癣”等顽疾，城区更加整洁、有
序、优美。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PM10、PM2.5和
优良天数等主要指标全面优于市定目标，
伊洛河出境断面水质达到Ⅲ类标准，饮用
水水源地达标率为100%；中州渠偃师段全
线 22公里实现历史性通水，空气质量考核
连续五个月在洛阳市环都市区中量化排名
第一；完成营造林 1 万亩、森林抚育 2000
亩，绿化村庄 20 个，打造森林特色小镇 2
个、沿黄干流森林乡村示范村6个。

文化活动持续丰富。2022年以来，偃
师区按照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目、
有机制、有保障的标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全覆盖，真正做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的
触角就延伸到哪里。此外，积极探索“部门
发动、协会带动”的模式，推动该区 59个文
化协会与各社区合作，通过形式多样的“文
化进社区”活动，让各具特色的文化志愿服
务队伍健康成长，不断激发文化创造热情，
使基层文化更具活力。

通过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偃师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化，古都

“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文明创建不断深化 城市“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8月 4日，在大口镇铁村的一处谷子地
里，村民黄跃甫和杨俊武正在忙着用无人机
给庄稼喷洒农药。今年，他们依托村里的粮
食加工厂，承包 300余亩撂荒地种植谷子，
目前长势良好。“现在乡村振兴政策这么好，
咱自己再不加把劲儿干说不过去啊！”黄跃
甫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乐呵呵地说。

在偃师大地，像黄跃甫和杨俊武一样，
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谋求发展的群众还有
很多。

乡村兴则民族兴。长期以来，偃师区高
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按“151”工作部署，认
真实践、大胆探索，坚持典型带动，全面布局
发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该
区坚持“四个不摘”，积极做好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常态化排查和集中排查，今年以来，
共纳入监测对象12户 54人，风险消除6户
26人。谋划实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设
施和产业项目28个，增强“造血”功能。

“五大抓手”持续发力。该区 122个村
（社区）完成“三清两建”，清收土地 10.9万
余亩、固定资产及资金 6164余万元。出台
7个方面 20项乡贤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新
增返乡创业 790人。乡村运营有序推进，
召开全区乡村运营商招募大会，推介乡村
运营项目 73个，现场签约项目 20个，完成
32个示范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集镇建设加速推进，谋划实施项目 95个，
完成投资18.2亿元。“三变”改革初见成效，
探索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户+乡
贤+农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农
户”等 13种发展模式，成功打造崔河村、翟

东村“三变”改革偃师样板。
宜居乡村建设持续推进。该区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为抓手，按照
治理“六乱”、开展“六清”标准要求，清理垃
圾堆、残垣断壁，拆除私搭乱建，治理空心
宅院等 61500余处；完成农户改厕 900座，
首批 52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加快实施。

一项项乡村振兴举措，让群众的日子
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获得感、幸福感
更加充实。

中流击水，举目千里，奋进者在一次次
闯关中不断成长。“以更足的干劲、更实的
举措、更优的作风，冲刺三季度、决胜四季
度，高质量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全年
红’目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偃师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从“成绩单”不难看出，今年上半年，偃师区的各
项工作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向优的良好
态势，“稳”字背后，是产业蓬勃发展提供的强劲支持。

产业是一个地方的发展根基。偃师区坚持把产
业发展作为全局工作的首要任务，锚定工业高质量发
展“15246”目标，以科技创新、龙头培育、对标提升、
提质增效等“十大行动”为抓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
区、产业兴区战略，加快重振偃师产业发展新辉煌。

项目是经济建设的生命线。偃师区始终树牢“项
目为王”理念，大干快上，年度计划投资 148亿元的
29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3.55亿元，占年度计
划投资的 90.24%。“三个一批”活动共实施“签约一
批”项目 6个、总投资 117亿元、开工率 100%，“开工
一批”项目 15个、总投资 86亿元、投产率 91.6%，“投
产 一 批 ”项 目 18 个 、总 投 资 73.7 亿 元 、达 效 率
100%。同时，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8 个、总投资
133.78亿元，均已开工建设，开工率100%。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把握风口、顺势而为至关重
要。偃师区聚焦风口产业精准发力，形成了“四新六
特两优”产业发展思路，构建了“一区三园八特色”产
业发展格局，着力打造无机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双百
亿新材料产业集群和智能装备制造百亿级产业集群，
目前金泉实业、力锋科技等项目建成投产，建龙微纳
吸附产业园提升改造、优箔金属年产15万吨电池箔、
龙海电子玻璃信息显示超薄基板等项目加快建设；传
统产业向风口产业关联转型快速推进，共实施500万
元以上“三大改造”项目90个、总投资98.5亿元、完成
投资26.9亿元。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偃师区在洛
阳市率先探索实行重大产业项目“拿地即开工”，全
面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以营商的“软环
境”造就发展的“硬实力”。优箔金属年产 15万吨电
池箔作为洛阳市首例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
项目，去年 10月底洽谈、11 月底办理土地手续，今
年 1月开工，创造了全流程 40天完成的承诺服务偃
师速度。在全省 2021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综合
评价中，位列全省县（市）第 5 名，在 2020 年度第 8
名的基础上挺进前 5 名，连续两年位居洛阳市第 1
名。

与此同时，偃师区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建立“133”企业服务机制，帮助 634家企业解决问题
1100余个；建立“小升规”“专精特新”、龙头企业培育
后备库，其中13家企业入选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家企业进入市重点上市企业后备库。安排产业发
展引导资金扶持重点企业，累计兑现 43 笔、1.2 亿
元。减税降费2.19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发放贷款22.3
亿元。

一批重大项目的招引、落地、达产，强力引领着偃
师产业转型升级的恢宏巨变！

本版图片由刘龙选 刘海洋 摄

科创板河南第一股科创板河南第一股
建龙微纳宣告上市建龙微纳宣告上市，，实实
现河南零的突破现河南零的突破。。

水润千年古都，绿染生态偃师。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集中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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