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2

· 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篇
■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张

2021 年 2 月 21 日 星期日

毅│校对：王以振│组版：杨保星

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精致开拓
城乡建设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本报通讯员 聂

静

核心提示
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涉及示范区
七个，任务最重，已全部完成目标任务；沁泉
湖公园提前实现部分开园，为我市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加分添彩，受到市委书记王小平高
度赞扬；
滨河路（山阳路—阳明路）、文汇路（世纪
路 — 神 州 路）、西 经 大 道（人 民 路 — 丰 收
路）……一条条城区道路宽广通畅，建设速度
屡创市城市道路建设记录；
“四好农村路”连续三次在全市观摩评比
中名列各城区第一名，三年创建任务提前半
年完成……
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区党工委、
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
因素，细化工作措施，加大责任落实，精致开
拓、
品质创新，
谱写城乡建设新篇章。

提前实现部分开园的沁泉湖公园，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加分添彩。

疫情防控，守住焦作南大门
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该局牵头在迎宾路高速口、中
原路高速口、丰收路和中原路交叉口三个重要路口设立
疫情防控检查站，对往来车辆和人员进行管控，全局广大
干部职工不畏严寒，日夜坚守，历时 25 天，共排查外地车
辆 17677 辆、33857 人，劝返疫区来车 63 辆、127 人，守住了
焦作南大门，
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任务。
疫情防控形势平稳以后，
该局又积极推进辖区工地和
房地产业复工复产，出台《示范区建筑工地开复工有关工
作的通知》
《示范区建筑行业及房地产业复工复产实施办
法》等文件，
积极主动为项目单位协调解决口罩 30000 个，
医用酒精、
消毒液 300 升，
助力项目工地早日复工复产。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创优质
该局针对 2020 年建筑工地多、开复工较晚、疫情防
控压力大、工地赶工期现象普遍、工作人员少等不利因
素，该局质监站全体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强化责任落实，
细化工作措施，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为抓
手，加强日常监管力度，督导企业严格落实好主体责任，
加大检查频次。全年共组织开展各类大检查 10 余次，查
处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1200 余处，全年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率 100%，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市纪委廉政教育
中心和河南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两个项目荣获省工程质
量最高奖“中州杯”称号，蒙牛四期项目荣获“焦作市安全
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称号。

安全度汛，科学应对高水平

服务项目，遇到困难勇担当
服务市十大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该局牵头的项目有 5
个，其中中原路绿化涉及 2 个办事处、8 个村、13 家企业，
目前征迁任务全部完成，完成征地 29.9 公顷，拆迁房屋
34685 平方米，
投入资金 9500 万元。
G207 涉及 2 个乡镇、10 个行政村，截至目前所有征
迁任务全部完成，工程卡脖子的苏家作砖厂已全部拆除，
完成征地 42.1 公顷，
拆除房屋 17871 平方米。
东海大道涉及文昌办事处 9 个行政村，目前已完成
沙河南 30 公顷净地交付，
投入资金 3000 万元。
黑臭水体整治、城镇污水提质增效两项工作进展顺
利，
正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面对 2020 年汛期早，形势严峻的局面，该局按照党
工委、管委会的安排部署，提前谋划，积极应对。认真做好
城区防汛预案制定，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和应急救援
措施，做好险工险段和低洼易涝点疏浚。投资 200 余万
元，对新河示范区段进行了清淤疏浚，清运淤泥 11 万立
方米；投资 80 余万元，完成了南海路景观河贯通和部分
村内老河道和排水沟清淤工作。完善防汛物资准备，按照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的原则，建立了区、乡、村
三级防汛物资分级储备体系，加强防汛救援队伍建设，提
高实战能力，
确保安全度汛。

改革创新，营商环境提档次
该局在“放管服”改革中牵头做好“工改”工作。针对
以往审批管理系统不太适用示范区实际情况的情形，积
极推进平台流程配置，共计配置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等 24 个审批事项的 13 个流程图，使其具备了主
流程审批条件，
同时完善系统功能，
做好系统对接、
数据共
享及专项清单库，
实施“一个窗口”
“一张表单”，一个阶段
一次完成申报。为配合“工改”有效实施，出台涵盖了施工
许可并联审批、联合踏勘、竣工联合验收等配套文件 9
个。

城市建设，完善功能先行者
滨河路成为科技院校游大通道。

“四好农村路”跨越大沙河。

示范区 2020 年共实施城市各类基础设施项目 19 个，
总投资 12.9 亿元，完成投资约 10.2 亿元，新增道路里程 12
公里，新增雨污水管网 14 公里，新增绿化面积 32 万平方
米，
新增水域面积 8 公顷。
滨河路（山阳路-阳明路）、
文汇路（世纪路-神州路）、
西经大道（人民路-丰收路）、
世纪路（山阳路-西经大道）、
民主路扩建（韩愈路-南海路）等项目如期建成通车，
拉大
了城市框架，
方便了群众出行；
中纬路箱涵、
云台路排水在
较短时间内建成投入使用，
完善了城市功能，
补足了短板；
金沙路、民主路南延等项目开工建设，按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滨河路绿化、黄河路绿化、民主路绿化、文汇路绿化和
迎宾馆周边人行道、路灯、行道树的改造，提升了城市品
质，
增加了城市颜值；沁泉湖公园建设在市区各级领导的
关心和支持下克服多种困难，科学组织，加班加点，日夜
施工，在 2020 年 8 月底如期蓄水开园，受到了市领导和广
大市民的好评，
给我市文明创建增了光、添了彩。

农村道路，再创佳绩收好官
示范区 2020 年完成“四好农村路”创建 45 公
里，完成投资 3000 万元，打造了北刘线、陈范
桥路两条精品线路，连续三次在全

开通示范区公交车，畅通交通内循环。
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在认真履行职责的基础上，进
一步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流程，提升
服务能效。全年共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87 本共计 96
个单体，出具消防设计审查受理凭证及合格意见书 27
份，出具城建档案合格证 39 份，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抽
查手续 17 个，完成了 3 个项目共计 48 个单体的施工图
联合审查，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32 个。

扬尘治理，提升站位严督查
该局切实提高认识，认真履职尽责，全员参

城区建设美如画。

民主路大沙河桥效果图。
民主路大沙河桥效果图
。

与扬尘污染治理巡查、夜查活动，深入施工一线、现场督
导，发现一起、解决一起。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市、区各
级督导组交办问题认真研究，明确整改时限。2020 年下发
扬尘污染治理红色督导令 4 份，
黄色督导令 38 份。

圆满完成市黑臭水体改造任务。

疫情防控，守住焦作南大门。

提前实现通车的西京大道。

市“四好农村路”观摩评比中名列各城区第一名。至此，示
范区“四好农村路”三年创建任务圆满完成，完成创建里
程 259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2.6 亿元。2020 年农村公路建
设共争取上级各类奖补资金 378 万元。

（本版照片均由示范区工委宣传部提供）

精致住建，新年展现新气象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该局在区党工委、
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拉大城市框
架，完善城市功能，统筹城乡建设为目标，积极谋划推进
项目建设，创新管理模式，不断完善行业监管和“放管服”
改革，
坚决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继续服务好市重点项目，加快推进该区已开工的城
建项目建设。作为牵头部门，继续服务好东海大道、G207
和污水提质增效三项重点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和办事处
做好东海大道征迁中房屋、医院、养殖小区的拆迁工作，
确保工程如期通车。今年已开工的金沙路、民主路南延、
西经大道南段和沁泉湖等项目，要继续加大推进力度，科
学组织施工，
争取早日如期完工。
谋划 2021 年城建项目。
2021 年实施总投资 4.5 亿元 15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中续建工程 4 个，
完成投资 3.1 亿
元，
新建项目 11 个，
其中防汛工程 1 个，
完成投资 1.4 亿元。
完成续建项目建设任务，
西经大道（人民路-龙源路）丰收
路以南建成通车，
沁泉湖公园于 5 月 1 日全面建成开园，金
沙路（迎宾路-山阳路）建成通车，民主路南延（南海路黄河路，
含大沙河桥）工程稳步推进。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入推
进工程项目建设审批制度改革，提升优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功能，实现全区工程建设项目“线上办理，线上审批，
线下督导”，加强并联审批“四个阶段”培训，真正实现一
窗受理、后台审核、信息跑路；加强审批行为管理，坚决杜
绝“体外循环”审批，推行告知承诺制，落实好事中事后监
管。推行小型低风险项目工程规划证和施工许可一站式
办理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提高审批效率。加强建筑市场诚
信评价体系建设管理。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为企业提供
更加高效的优质服务。
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不断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管理水平。
深刻吸取泉州、
原阳、
临汾建筑领域安全事故教
训，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以扎实的作风、
强有力的举
措抓好安全生产，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监督责任，
重点开展城市地下有限空间、
危大工程、
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整治行动，
落实建设工程消
防审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提高审验质量效率。
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确保农村公路安全通畅。进
一步明确区、乡、村的管理责任，落实好经费保障，切实把
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按照省、市要求，继续
做好国三柴油货车淘汰工作，
按时间节点要求完成任务。
创新管理模式。一是针对消防验收职能转化后出现
的人员少、业务不熟悉等问题，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
请第三方消防验收机构、专家评判等手段，确保消防验收
工作能够接得住，干得好。二是逐步建立完善质量保障体
系，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监管能力。三是积极对接上级有
关部门，
做好赋能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