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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五个解放”新内涵 ———

“十三五”成绩单

富裕解放、创新解放、美丽解放、健康解放、和谐解放

■全国创新型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全国科普示范区
■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新案例
之“最佳案例奖”
■河南省“双拥模范区”
■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河南省“群星耀中原”先进集体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区
■河南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组织管理先进单位
■河南省科普信息化试点区
■河南省平安建设先进区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先进单位
■全省房地产领域问题楼盘信访突出问题化解
攻坚先进单位

2021 年 1 月 27 日，解放区委十届十
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区委经济工作
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吴军对“五个解放”
新内涵进行了解释和定义。
吴 军 说 ，关 于 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河南省委提出要基本建成“四个强
省（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
放强省）、一个高地（中西部创新高地）、
一个家园（幸福美好家园）”的现代化河
南；市委提出要基本建成“六个焦作”
（富裕焦作、创新焦作、绿色焦作、开放
焦作、健康焦作、平安焦作）。围绕省、
市目标定位，结合解放区实际，区委研
究决定，将解放区的远景目标确定为基
本建成“五个解放”。
他说，
“ 五个解放”是近年来解放区

一以贯之的提法，将延续不变，但是对
具体的内涵作了调整，具体概括为“一
改一增一合并”。
“一改”，即将“活力解放”改为“创
新解放”。之所以这样修改，是因为中
央和省委、市委都将“创新”摆在了突出
重要的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今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省委、市委全会也分别用
专门的篇幅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安排部
署。此外，
“创新”包含着激发、释放“活
力”的概念，同时也是当前我区推动高
质量发展亟待补齐的短板弱项，基于
此，将“活力解放”改为“创新解放”。
“一增”，即增加了“健康解放”。这
是因为，此次疫情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

到，维护人民健康福祉事关全局，中央
和省委、市委分别提出要建设“健康中
国”
“ 健康中原”和“健康焦作”，因此增
加了“健康解放”的表述。
“一合并”，即将“美丽解放”和“绿
色解放”合并为“美丽解放”。之所以这
样调整，一方面是因为“美丽”与“绿色”
概念相近、相互交织，
“ 美丽”涵盖了城
市形象美、生态环境优和群众生活幸福
美满等含义；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在描绘远景目标时提出“美丽中
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与之相对应，将
“美丽解放”和“绿色解放”合并为“美丽
解放”，这样就形成了“富裕解放、创新
解放、美丽解放、健康解放、和谐解放”
的整体表述。

市委书记王小平到解放区调研城市品质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到解放区调研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政二街便民市场提升后高端大气。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蓝天白云下，城区道路宽敞通畅。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改造提升后的学生路街景。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拆墙透绿后的月季公园一隅。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本报记者 詹长松

核心提示：
解放区按照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市委十一届
十三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对解放区提
出的“争做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争
做城市品质建设的排头兵、争做基层社会治理
的排头兵”新要求，迎难而上，合力攻坚，围
绕“四区四中心”目标定位和“四大片区”功
能布局，赋予富裕解放、创新解放、美丽解
放、健康解放、和谐解放“五个解放”新内
涵，深入开展“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年”“科
技创新年”“效能提升年”活动，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把解放区打造成全市的首
善之区。
全市最大的棚改项目——涧西街棚改项目初具规模。

南水北调穿城而过，天河公园美景如画。

马 强 摄

马 强 摄

历史，总是在时间的坐标中展开其壮丽画卷。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回顾五年历程，解放区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砥砺
省委、市委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抢抓黄河流域生态
奋进，笃定前行，勇当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向市委、市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叠加机遇，围绕“四区四中
政府及全区人民交出了一份浓墨重彩的“五年答卷”。
心”目标定位和“四大片区”功能布局，深入开展“项目
五年来，解放区始终牢牢把握大势，发展思路更加明
建设和招商引资年”“科技创新年”“效率提升年”活动，
确。从建设“五个解放”到打造首善之区，从“四区四中
培育壮大数字产业、信息产业、文旅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
心”的目标定位到“四大片区”的功能布局，“生产性服务
业，争当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品质城市建设和基层社会
业抓突破，生活性服务业抓转型提升”的发展思路，解放
治理的排头兵，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
区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紧扣实际，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量，致力建设“五个解放”，打造首善之区，确保“十四
转型步伐越来越坚定。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五年来，解放区始终坚持高位竞进，综合实力显著增
下一步，解放区将按照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市委十一届
强。该区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的
十三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对解放区提出“争做城
总要求，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104.2 亿元扩大到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争做城市品质建设的排头
2020 年的 177.7 亿元，年均增长 4.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兵、争做基层社会治理的排头兵”的新要求，奋勇争先做
2015 年 的 6.7 亿 元 到 2020 年 的 13.67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好工作。
15.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15 年的 84.08 亿元到 2020
全力打造现代服务业中心，推动产业转型，争做城市
年的 100.9 亿元，年均增长 5.8%。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五年来，解放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持
加速产业赋能。该区瞄准“四区四中心”目标定位和
续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5 年的 34358 元， “四大片区”功能布局，围绕“生产性服务业抓突破”，聚
提高到 2020 年的 37142 元。累计新增就业 2.95 万人，城镇
焦总部经济、金融证券等现代服务业，深化与华为、百度
登记失业率连续控制在 3.5%以内。城乡低保标准五年实现
等知名企业合作；围绕“生活性服务业抓转型提升”，加快
五连增。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人均分别达到每年
推进泽福盛场、航空小镇等重点项目，形成“双轮驱动”
9600 元、6000 元。“十三五”期间，建成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的服务业发展体系。
料中心 44 个、医养中心 3 个、养老院 4 家，养老服务、医疗
丰富载体平台。在高质量发展焦作地理信息产业园等
水平不断提升，教育条件持续改善，中招考试成绩连续多
五大园区的基础上，该区围绕科创孵化、都市工业等领
年处于全市领先位次。
域，谋划建设至少 3 个专业园区；依托常新银河商务中心、
五年来，解放区始终坚持高水平建城兴城，城区面貌
万基商务中心等，全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楼宇经济。
大幅提升。2017 年开始，该区勠力同心推进城市创建，打
推动科技创新。该区明确科技兴区思路，激发创新活
造出了一个个美丽楼院、精品街区，北部山区从满目疮痍
力，启动“名院名校名所入解放”活动，推动以院士工作
到绿意盎然，城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南水北调天河公园
站、博士后工作站、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三室经济”快
成功创建 AAAA 级景区，大沙河湿地公园沙鸥翔集、白鹭
速发展。
翩飞。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一
坚定不移抓城市建管，打造精致城区，争做城市品质
系列国字号荣誉，是对大家辛苦付出的最大肯定，成为我
建设的排头兵。
们坚定决心、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
统筹布局规划。该区调整空间、整合要素，持续拉大
五年来，解放区始终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党的建
城区框架，重点推动“四个片区”建设，即
设全面加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围绕高铁站周边区域打造总部经济新高地，
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坚持
建设中部高铁经济片区；围绕牧野路两侧建
大抓基层、大抓基础，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设以文旅产业、都市工业为主的西部城市新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提升，基层党组织战
片区；围绕影视路以北的浅山区建设集旅
斗堡垒作用显著增强；加大干部选拔任用力度，仅 2019 年
游、休闲、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北部生态片
以来，区委就先后进行了干部调整 16 批 465 人次，优化了
区；围绕灵泉湖、龙蟒佰利联高端康养产业
干部队伍结构，树立了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注重
园建设以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健康疗养产
发挥巡察利剑作用，提前实现届内巡察全覆盖；以一体推
业为主的南部健康产业园区。
进“三不”深化以案促改，标本兼治综合效益更加显著，
建设品质街区。该区持续打造花园街、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日益巩固。
和平街、新华街等精品街区，并将新华街向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我国全面建成
南延伸开展集中连片建设，争取 3 年至 5 年把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
老城区的商业集中区域全部建成精品街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创优城市管理。该区以信息化手段为社
的起步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会治理赋能增效，加快“智慧楼院”建设步
如何做好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工作，解放区总的
伐，实现“安防科技化、管理信息化、生活
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智能化”，努力打造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宣誓，激情澎湃。
务、信息化支撑和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
坚定不移推进社区治理，筑牢发展根基，争做基层社
会治理的排头兵。
深化社会治理。该区巩固完善“334 楼院协商治理”模
式，全面启动社区治理“4.0”建设，统筹推进“楼院自治
金”“商户自治联盟”等创新实践，探索“多维 334、社会
共参与”的都市生活共同体，争创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
做实民生事业。该区全面完成 71 个老旧小区改造，加

整改后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马 强 摄
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推动区域空间结构再优化、中心城区
能级再提升；启动区公办养老院建设，再建 10 个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打造一批楼院文化阵地示范点和公共文化服务
示范村，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推动社会和谐。该区推进“健康解放”建设，在巩固
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的基础上完成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和 P2
实验室建设，加快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步伐，提升基层医疗
养老服务水平，满足群众的医疗养老需求。

星级公厕亮相街头，提升城市档次。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