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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43”治理创新
五彩文昌出重彩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本报通讯员 靳祥凝

核心提示
“54143”文昌基层治理模式受到
好评；乡村大喇叭、街长制、一线工作
法……创新不断；集体资产保卫战、双
违整治攻坚战“双战役”探索宅基地管
理新经验，代表焦作市参加全省宅基
地管理座谈会交流经验，受到省农业
农村厅领导的肯定……文昌街道，五
彩文昌（红色文昌、蓝色文昌、金色文
昌、绿色文昌、橙色文昌）在示范区党
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攻坚城市创建、推进项目建
设、打响两个战役、强化社会治理、实
施乡村振兴，
成绩显著，高质量发展。

抗疫先锋——党员助农直通车。

文昌精神广场。

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新时代开创新局面
基层党建探索新模式。总结形成“54143”文
昌基层治理模式，涵盖了文昌街道的战略目标、
工作要求、工作方法和治理格局。5 是确立了红
色文昌、蓝色文昌、绿色文昌、金色文昌、橙色文
昌五彩文昌奋斗目标；第一个 4 是坚持“打基
础，管长远，立规矩，树正气”工作要求；1 是践
行“党建一线工作法”；第二个 4 是构建“支部举
旗帜，党员亮身份，网格明职责，群众齐参与”四
位一体基层治理格局；3 是实现“自治、法治、德
治”三治融合。出台了《党员积分管理实施方案》
等 7 项党员管理制度，加强党员管理。建成机关
和东学固村党建综合体。2020 年 8 月份，该街道
代表示范区接受全市第二季度党建观摩，受到
充分肯定；街长制被市委组织部评为组织工作
创新优秀奖。
疫情防控取得新成效。2020 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该街道一是快速组织应对。在全市率
先设立 39 个党员先锋岗，动员和组织 4 万余名
党员群众参与疫情防控。二是创新工作措施。大
喇叭广播、对讲机调度、信息化防控、金色文昌
党员助农直通车等多项创新措施在疫情防控中
发挥巨大作用。三是工作成绩优异。先后 6 次受
到市督导组通报表扬；该街道党工委被市委组
织部列为第一批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姚郭庄村
党支部书记赵学强被评为全市抗击疫情先进个
人；文昌街道党员干部抗疫事迹，被编成小品在
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晚会上演出。
城市创建带动新提升。
城市创建成绩显著。
该街道获得全市红旗表彰一次，
被市委、
市政府评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集体，
姚郭庄村成功创
建全国文明村镇。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辛庄村、
姚
郭庄村多次代表示范区在全市观摩评比中获得
优异成绩，
受到市委书记王小平的肯定。
美丽乡村
再添美景。建成姚郭庄村传统院落、张延陵怡农

重温入党誓词。
园。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先后建成姚郭庄、
金炉等
8个村的污水管网，
逐步投用。
新增
“四好农村路”
里程10.1公里，
沿线6个村的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经济发展汇聚新动能。创新驱动能力更强。
钰欣机械、晟光影视成功申报国家高企，多个实
验室、
智能车间建成投用；
辖区企业共争取国家、
省市级各类资金 1800 余万元。工业发展后劲更
足。
明仁 50 亿产业集群年产 3 亿瓶高端苏打水等
13 个工业项目已全面竣工，
达产后，
将新增产能
13.66 亿元。重点项目保障有力。东海大道、中德
福通工业园、蒋沟河整治项目进展顺利。

五彩文昌出重彩。

两个战役激荡新气象。打响了集体资产保
卫战、双违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辖区依法依
规收回、清理、拆除、整顿宅基地 900 余处（户）、
聚焦创新发展新征程
面积 20 万平方米，有效遏制了农村宅基地乱
新起点展现新气象
象。2020 年 6 月 4 日，该街道代表焦作市参加全
省宅基地管理座谈会交流经验，受到省农业农
打好村
“两委”
班子基础，
进一步加强基层组
村厅领导的肯定。
织建设。
该街道加强新一届村
“两委”
班子的培训，
社会治理取得新成效。开展了“保安全、保
使其尽快进入角色，主动谋划和开展工作。开展
稳定、解民忧、纾民困”
大走访活动。
信访案件及 “讲纪律、
守规矩、
尽义务、
有作为”
主题活动，
强化
时受理率 100%，
按期答复率 96.77%，
群众满意率
村
“两委”
干部管理和考核，
实行届中动态调整；
落
100%；开通了民情留言板，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实党员积分制管理要求，
督促党员尽义务守规矩，
开发了“双替代”监督管理系统，8625 户双替代
做到
“两委”
干部能上能下，
无职党员能进能出。
运
户实现扫码监督，
受到省、市发改委的肯定。
用好村居巡察成果，
严抓问题整改，
规范基层组织
乡村振兴焕发新活力。圆满完成集体资产
运行，
努力打造一支担当作为、
务实重干、
风清气
清查，发放集体股权证书 9774 份，4 次代表示范
正、
敢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乡村振兴队伍。
区接受省、
市级检查；
与中国银行合作，
建成集体
加强社会综合治理，
进一步践行新时代法治

示范区科创局

蒙牛 5G 场景应用指挥室。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发放强
农惠农资金 2040.32 万元，建成农村幸福院 18
个。
观光农业实现突破，
辛庄葡萄小镇、
金九福蔬
菜基地被评为全市
“乡村旅游观光示范园区”
。
“两委”换届展现新风貌。仅用 50 天时间，
率先在全区高质量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共产生“两委”干部 186 名。100%实现了“一
肩挑”目标，且年龄均在 60 周岁以下；
“两委”班
子平均年龄 45 岁，较上届下降 9 岁；
“两委”成员
高中以上学历 145 人，占比 78%，较上届提高
8%；新任 35 周岁以下干部 36 名，实现村村均有
的目标；女委员 49 名，占比 26%，较上届提高
10%。其中，女硕士薛菊茹主动放弃大学教师工
作回乡加入辛庄葡萄小镇的发展事业，此次被
选入村
“两委”
班子，
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文化铸魂倡树新风尚。组建了五彩文昌宣
教中心，
围绕阶段性中心工作，
创作了《农村防疫
口诀》
《村干部喊你来打扫卫生了》等 30 余条短
视频。
其中，
防范电信诈骗快板书入选 2020 年中
国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
在新华网、
央广网、
河南
日报、焦作日报等国家和省、市级媒体共发表报
道 114 篇，
讲好文昌故事，
展现文昌精神，
为全方
位展示示范区良好形象作出文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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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领跑全市
又高又新提质升级

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化解社
会矛盾，
清理信访积案，
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合法
权益。
进一步细化落实
“54143”
治理模式要求，
制
定落实《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
探索积分制全覆
盖，
强化基层治理。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
争创全省
法治乡镇（街道），
建设一批民主法治示范村。

五彩文昌，时代新声——乡村大喇叭。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农村道路、污水处
理、
供水、
供电、
供气等基础设施功能，
重点实施灵
位渠补源工程、
新河水系利用工程等，
涵养农业强
壮基础。
建设美丽乡村。
整合金炉、
辛庄、
姚郭庄村
资源，
打造葡萄农业公园；
探索点状公共空间的景
观打造，
做到村村有景观、
处处有亮点。
探索农村
改革。
深化两个战役成果，
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
推进土地托管，
增加村集体收入和农民收益。
筑牢思想宣传阵地，进一步弘扬文明乡风。
发挥好宣教中心作用，激浊扬清，倡树新风。组
织好群众文化活动，凝聚人心，激发活力。挖掘
好文昌革命历史和村史文化，唱响红色文昌主
旋律。推行好“一约四会”，以村规民约、村民议
事会等为抓手，
切实推动
“三治融合”。
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在项
目征迁、企业服务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保障中德
福通工业园、东海大道等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谋
划实施一批项目，增强内生发展动力。2021 年，
该街道共谋划各类项目 7 个，
总投资 7.7 亿元。

核心提示
2020 年 以 来 ， 在 区 党 工
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
上级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示范区科创局紧紧围绕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坚持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积极推进
科技创新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本报通讯员 刘 静

科技创新 全市领跑

泰鑫机械高端智能桥隧机械生产基地。

院企合作打造高端金刚石制造设备。

军民融合高科技企业——神盾科技公司。

多项工作实现“零”的突破，全市领
跑。国家高新区首次获得重大项目支
持，成功创建了科技资源支撑型国家
双创特色载体，是以高新区为主体首
次获得的国家级项目支持，是我市唯
一，支持资金达 5000 万元，目前已到位
资金 3500 万元。多个国家级项目取得
“零”的突破：天宝、科瑞森 2 家企业成
功 获 批“ 中 央 引 导 地 方 专 项 资 金 ”项
目，是 10 年来首次获得国家级重点项
目；森格材料从全市 26 家企业中脱颖
而出，成为我市唯一一个成功获批“国
家科技助力 2020 经济发展”的项目。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取得“零”的突破，示
范区迈科咨询科技有限公司今年新获
批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是我市首家
也是我市唯一一家，实现了焦作市在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上“零”的突破。农
业科技取得“零”突破。今年共新增省级
“星创天地”2 家，实现了我区“零”的突
破；新增农业示范企业 3 家、农业示范
乡镇 1 家，实现了农业科技企业“零”的
突破。
多项工作实现加速倍增。创新主体
数量倍增。申报推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6 家，同比增长 130%，其中新获批 11
家，同比增长 266.7%；16 家已全部通过
公示，推荐数和获批数均为历年来最
多；新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80 家，
同比增长 54%，占全市的 23%，位居全市
第一，超额完成省定任务 60%。孵化载
体建设倍增。2020 年分别新增 1 家省级
孵化器和 1 家省级众创空间，同比增长
100%。研发平台倍增。申报省级研发平

台 5 个、市级研发平台 9 个，同比增长
人才 6 个，超额完成各项任务；上台签
术创新体系，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150%；科瑞森省级产业创新联盟获批， 约 项 目 、获 奖 项 目 均 为 全 市 最 多 ，院
国家和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
总数达 3 家，占全市的 60%，同比增长 （校）地合作活动中成效显著。
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围绕装备制造、
100%。创新人才倍增。全年新引进创新
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加快组建一批产业
人 才（团 队）22 个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技术创新联盟；积极组织我区企业参加
又高又新 提质升级
120%；钰欣机械王小林团队等 10 个人
国家、省、市举办的各类创新创业大赛，
才（团队）入选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
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发展。提前谋
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队），获批数量及资金量居全市首位。争
划 2020 年火炬统计工作，开展“国家创
集聚优质科技创新人才。一是大
取上级资金倍增。截至目前，共申请上
新型产业集群”
创建工作。
力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工程，推动
级科技资金 8025 万元，同比增长 352%：
全力推进创新载体提质升级。一
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高等院
其中项目资金 7675 万元、奖励资金 350
是丰富载体服务功能。不断加快建设
校、科研院所开展人才战略合作，从
万元，目前已到位资金 4224.9 万元，到
创业中心、河南理工大科技园、数字经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引进一批高层次
位资金量同比增长 236%。
济产业园、科技总部新城、创基智谷、 创新人才和团队。二是进一步推动人
专项工作争先创优。国家火炬统
中德产业园 6 个科技综合体，吸引集聚
才项目实施。
计工作再获表彰。在今年举办的全国
科 技 创 新 资 源 ，打 造 科 技 创 新 策 源
切实推动院（校）地合作。一是积极
火炬统计工作会上，焦作高新区再次
引导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强与中科
地，为企业和创新创业群体提供成果
被评为 2019 年度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
转移转化到企业初创、孵化、成长、 院、大连理工大、西安交大、中国矿大、
位。这是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5 年来，连
壮大所需要的全方位公共服务。二是
天津科技大学等大院大所的合作交流，
续第 5 次获得该项荣誉。科技创新工作
推动载体提质升级。与河南理工大
力争引进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和合作共
获全市第一。在我市召开的科技创新
学、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中原工业
建高层次研发机构。二是持续推进院地
暨院（校）地科技合作动员大会上，示
设计城结合，按照创建要求，全力开 （校地）科技合作，聚焦企业重大技术需
范区分别被评为“科技创新综合先进
展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准备工作。 求、人才需求、关键技术项目需求等方
县（市）区”和“科技产业综合体建设先
三是全力做好双创特色载体建设工
面开展调研，摸清企业实际情况，强化
进县（市）区”；在发布创新能力评价中
作。积极落实双创特色载体专项资金
联系沟通，积极组织开展科技成果发布
我区综合排名全市第一。河南理工大
支持，围绕产业集聚度、资源集聚
对接活动，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
学科技园、焦作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 力、持续发展力、产出与效益、改革
围绕市场需求开展联合研发，加快推动
焦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总
创新力、辐射带动力等绩效指标，开展
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部新城 4 个创新载体获评“科技产业综
双创载体建设和双创服务，推动中小企
积极开展科技项目谋划工作。盯紧
合体先进单位”。示范区是唯一一个作
业提质升级。
河南瑞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焦作华辰
典型发言的县（市）区；天宝桓祥作为
推动创新主体培育再突破。切实推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2 家高企的引进
全市 2 家企业代表之一作典型发言；4
进《焦作高新区高企培育三年行动方案
落地，着力打造“数字伺服驱动协同创
家孵化载体全部获评“科技产业综合 （2019-2021 年）》的落实，进一步做好高
新中心”；加速“5G 产业园及研发中心
体先进单位”。高质高标完成全市首届
企、科小、瞪羚企业培育工作。
项目”尽快落地；打造一批“博士后科研
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活动任务。组
抓好研发平台建设再升级。突出企
工作站”
“ 新型研发机构”
“ 协同创新中
织 企 业 与 17 所 高 校 院 所 开 展 合 作 对
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心”
等科技研发平台。
接，共签订合作项目 14 个，达成合作意
入力度，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本版照片均由示范区工委宣传
向 10 个，邀请院士、校（所）长等高层次
所结合，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技
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