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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示范区文苑街道 2020 年面对严峻复
杂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重冲击，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认
真落实“六稳”
“六保”各项措施，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辖区主要经济指标各项指标高于
全区平均增速，全年税收收入完成 4.17 亿
元，同比增长 3.6%，占 6 个乡镇（街道）税收
总额的 56%，位居全区第一；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32.4 亿元，同比增长 10.5%，高出全区
平均值 1.1 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1.3 亿元，高出全区
平均值 6.1 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6 亿元，位居全区
第二。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辖区项目在全
市观摩中排名第一。

以最短时间完成征迁任务保证园区正
常开工。

保姆式服务助力蒙牛四期工厂顺利建成
投产。

为黄河生物科技学院开工贡献文苑征迁力量。

文苑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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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主战场 攻坚克难当先锋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本报通讯员 桑景杰

优化环境 促进市场主体增量提质

贴心服务创基智谷项目建设。

示范区文苑街道结合扫黑除恶及“转变
作风抓落实、优化环境促发展”等专项活动，
进一步重拳整治辖区扰乱项目进地和企业发
展的黑恶势力，
提升机关工作人员和农村党员
干部为企业服务、
为项目解困的务实作风，
变
被动征地为主动服务，
同时结合省市区相关文
件精神下发了《文苑街道办事处关于做好鼓励
引导域外市场经营主体设立独立法人机构工
作的通知》，去年，辖区纳税企业共计 2047 家，
较2019年增加157家，
涉及行业主要有房地产、
建筑业、
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
交通运输、
医药物
流多个行业。
其中，
四上企业 49家（工业16家，
建筑业5家，
批发零售业16家，
服务业7家，
房地
产业5家），
县级税收达千万元以上企业9家。
经
初步测算，
辖区GDP 总额为44 亿元，
三次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占比分别为 1.1∶50.5∶48.4，第
三产业对辖区经济的贡献不断增长。

纾困解难 助力辖区经济走出逆境
干群一心和谐征迁，确保辖区道路建设圆满
完成。（本栏照片由示范区工委宣传部提供）

核心提示 ………………
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是示范区（高新区）
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园
区自建成运营以来，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和功能，努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始终把招
商引资和支持科技创新作为园区工作的重要
抓手。该园区于 2015 年 3 月开园运营，占地约
5.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焦作腾
云数字经济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园区的运营
和管理，2020 年各项指标实现盈利。

该街道下好经济复苏“先手棋”，疫情期
间，聚集关键环节，主动与企业对接，解决企

业困难，帮助企业协调防护物资、员工住宿等
学院主要建筑主体封顶；创基智谷部分楼体
问题，辖区 36 家重点企业率先复工复产。特
封顶；滨河路（中原路—阳明路段）、文汇路
别是对东方今典科技总部新城、数字经济产 （神州路—世纪路段）全线贯通，金沙路文苑
业园、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三个园区平台内
段开始铺设路面。和屯整村征迁取得突破性
的小微企业进行倾斜，为园区 4 家企业申报
进展，拆迁工作基本结束；新河商务区短时间
融资 60 万元；结合中旅银行、修武农商行、焦
完成征迁任务 2 公顷，美凯龙项目交地 5 万多
作市农村信用社等金融企业走进园区为企业
平方米；黄河生物科技学院完成 3 公顷土地
搭桥授信，焦作市农村信用社就拿出 5000 万
的征迁任务；福通产业园项目仅用 5 天完成
元用于解决总部新城企业贷款问题。2020 年， 5.2 万平方米、4 家大棚的征迁任务；数字经济
三个园区共纳税约 4000 万元，其中总部新城
产业园二期项目在拨付资金未到位的情况
共有企业 276 家、数字经济产业园有企业 70
下，交地 0.8 公顷，仅用 2 周时间完成涉及永
家、理工大科技园共有企业 90 家，楼宇经济
兴屯村 19 家养殖小区、13 家蔬菜大棚的拆迁
快速发展正逐步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新
工作；金沙路项目仅用 1 周多时间完成 17 座
亮点。
大棚征迁；文苑综合养老中心项目顺利进场
施工。在第三季度全市项目观摩中，创基智谷
和蒙牛四期 5G 智能工厂代表示范区迎检，获
项目为王 扛稳征地拆迁主业主责
评全市第一。
该街道 2020 年共进驻项目 28 个，涉及征
地约 330 多公顷，上级拨付资金 7.51 亿元，目
扛牢责任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役
前共完成征地任务 24 个，其中东方今典、技
师学院、工贸学院、新河商务区等 4 个项目正
该街道疫情防控期间成立 14 个临时党
在收尾阶段。数字经济产业园（二期）、理工大
支部，设立 27 个党员先锋岗，深入开展“举党
科技园、创基智谷、科技总部新城、中德产业
旗亮党徽，打头阵当先锋”活动。芦堡村党员
园五个科技综合体全面加速建设。蒙牛百亿
志愿服务队面向全市配送平价蔬菜 8000 公
产业集群四期工厂投产运营，黄河生物科技
斤。各村党支部多渠道帮助菜农解决蔬菜滞

引入城市新业态，壮大城市经济。
销问题，销售各类蔬菜近 150 吨。进入常态化
防控以来，针对管辖小区人员杂、河南理工大
学外籍人员多的局面，坚持抓早抓小、精准防
控，
确保了辖区群众生活安全有序。

对标先进 创建提升乡村整体形象
该街道深入推进
“脚板+手指”
活动，
坚持
“一周一观摩，一周一评比”，常态化抓好城市
创建工作。
连续投入 500 余万元在南李万村改
造道路管网、
绘制文化墙、
建设小游园，
村内环
境大幅提升。
在各村实施改水改厕、
垃圾治理、
污水治理“两改两治”工程，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积极推行垃圾分类，在全区率先完成辖区
10 个小区、
11 个城中村的垃圾分类亭设置，
开
展形式多样宣传活动，
引导群众自觉参与。

党建引领 纵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该街道全面开展“农村党员进党校”学习
活动，实现党员学习轮训全覆盖。搭建党员教
育“连心桥”，组织开展“党建+项目服务”等
活动，将初心使命融入日常各项工作。积极组
织开展“好媳妇好婆婆”
“星级文明户”等评选
活动，
良好社会风尚正在逐步形成。

腾云数字经济产业园

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
搭建产业升级新平台
本报记者 郭树勋

六大业态熠熠生辉

浪潮大数据助力政务服务。

第三方检测打造新业态。

数字经济产业园二期效果图。

目前，该园区以数字经济、云计算和大
数据、人工智能、检验检测等新型服务业态
为主导产业，入驻企业 38 家，众创空间注册
企业 100 余家，园区实际拥有市场主体 140
余家。入驻企业主要分为六大类：第一类为
大数据产业，主要包括浪潮云计算中心、焦
作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第二类为区
域运营中心，主要包括焦作市智慧养老服
务中心、滴滴打车区域运营中心、河南电视
台第九频道、九天救援中心等；第三类为检
验检测行业，主要包括中方检测、京油润道
等；第四类为智能制造产业，主要有华表仪
控、晶华膜技、蜂鸟无人机、泽润泰环保科
技等；第五类为互联网“双创”及培训产业，
主要包括重阳学校、神桥科技、凯盛软件、
众创空间等；第六类为药品及医疗器械销
售和配送中心，主要包括国药器械、海王银
河药业等。2019 年入驻企业全口径税收突
破 2000 万元；2020 年入驻企业全口径税收
2750 万元。

科技创新示范标杆
该园区不断鼓励和支持企业实现科技
创新，目前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 家，正在培
育 4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4 家；各类实验室
4 个；引进各类专家技术团队 3 个；园区企
业研发投入达 245 万元。2020 年，成功申报
特色载体专项资金 800 万元，已到位 480 万
元。
该园区先后获得
“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示范基地”
“省级创业培训示范基地”
“省级现代服务业专业园区”
和
“焦作市留学
人员创业园”、河南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双创”
基地等称号。
2020 年被认定为焦作市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园区二期加快建设
园区环境优美。
该 园 区 二 期 总 投 资 5.3
该园区 2021 年将实现招商引资工作的
亿元，占地约５万平方米 （含一期工程西
较大突破，新引进企业 30 家，入驻企业全口
面的 1 万平方米及南面新征的近 4 万平方
径税收突破 4000 万元；继续加大科技创新
米），规划建筑面积 11.78 万平方米，主要
力度，引进或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
建设焦作市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数字
经济运营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中心、 技术企业 10 家，入驻企业年度研发投入达
到 350 万元，组织申报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人工智能孵化中心以
地、省级众创空间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及生活配套服务等功能板块，打造充满活
继续改善和提升服务质量，做到企业零投
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圈，搭建以数字经济促
诉；大力推进园区（二期）工程建设，2021 年
产业升级的新平台。二期项目于 2020 年 9
9 月底实现全部楼体的主体结构封顶。
月 1 日正式开工，2022 年下半年投入运
在创新驱动中，创新性地开展招商引
营。
资工作，采用走出去战略，利用产业招商、
目前，园区二期建设进展顺利，已完成
产值约 2300 万元。土方开挖外运即将结束， 以商招商、定向招商等方式，使招商引资
工作取得新突破。广泛挖掘项目资源，依
CFG 桩及抗浮锚杆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
托现有企业，积极谋划和储备项目，逐步
1#的垫层浇筑。今年春节前已完成 1#和 2#
壮大主导产业规模。积极引进数字经济和
的垫层浇筑；3 月底地下室基础施工全部完
运营平台相关企业，打造数据中心、智慧
成，1#和 6#主体结构完成三层；9 月底实现
运用中心；通过建立检验检测行业协会和
10 栋楼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开始二次结构
召开检验检测高峰论坛，吸引更多的检验
和部分装修施工。
检测企业入驻园区；引进智能制造行业内
有 代 表 性 高 成 长 性 的 企 业 ，完 善 产 业 链
数字运营招商创新
条，不断壮大智能制造产业规模；引进更
多的医药医疗服务企业，成立焦作市医疗
目前，该园区正在围绕主导产业，继续
器械行业协会，形成医药和医疗器械的产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挥已有企业的资源
业集聚效应。积极引进各类服务机构，不
优势，积极走出去，广泛收集招商信息，创
断丰富园区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积
新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壮大企业
极引进第三方专业运营机构，委托其负责
数量和规模，形成主导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园区的运营和招商，实现园区运营和招商
园区产业特色；继续加大创新发展力度，营
的专业化。对园区一期进行初步的数字化
造创新创业氛围，培育更多的高新技术企
改造，开发专业化的 WEB 终端和 APP，建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进一步拓展园区服
立企业服务数字化平台，同时为园区二期
务范围和内容，提升服务能力；转变园区的
的数字化运营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园区整
运营管理模式，引进专业化运营机构，实现
体的数字化运营。
管理的专业化、数字化、模块化、可视化。

高科技检测新高地。

蜂鸟无人机生产基地。

完善园区服务。
（本栏照片由示范区工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