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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詹长松

核心提示 ————————————————————
2020 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
来袭，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出现严重衰退。面对异
常复杂的局面，在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解放区上下坚决贯彻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坚定信心、攻
坚克难，我们过得很充实、走的很坚定、干的很有效，
.焦作市数字经济产业园展厅。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阶段性成果。
—————————————————————————

.解放区委书记吴军带队调研环保管控。

焦作万达商业广场商贾云集，形成焦作新商圈。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灯火阑珊处，民主路由北向南商场华丽云集、车流
幻影成海，正书写着高铁经济片区的繁华与流彩；春光
明媚时，解放区健康产业园区内河流蜿蜒而过、繁花风
景旖旎，正昭示着一个城区健康产业的蓬勃与朝气。
去年，解放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重冲击，面对“十三五”收官、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和全面建设小康、全国卫生城市、文明城市验收等大
考，区委、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统筹谋划、及早
部署，强化精准调度、综合施策，加强政策创新、突出实
效，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回升，改
革开放迈出坚实步伐，民生保障成效显著，在大战大考
中交出了一份让市委、市政府放心、群众满意、可以载入
解放发展史册的优异答卷。

坚定不移抓党的理论武装，推动广大
党员干部知之逾深、行之逾实
升级改造后的金土地市场高端大气。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区委常委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致力学懂、
弄通、做实，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聚焦“第一议题”，区委常委会带头，先学一步、深学
一层，通过 48 次常委会，12 次理论中心组学习，及时跟
进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做到第一时间学习
领会，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
用好“十种方式”，常委班子成员带头抓好日常自
学，列出重点书目，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以会
代训领学，将学懂弄通理论和安排部署工作紧密结合、
学以致用。
坚持下沉基层宣讲，交流研学。丰富方法载体，分
层分类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全年举办培训班 136 期，培训
党员干部 1.4 万人次。依托解放大讲堂、解放视窗、青年

干部论坛等平台学习，提升学习效果。

万众一心抓疫情应对，推动精准防控
不留空白、不出纰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该区严格落实“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高效指挥、全员出战，协调各
方，多措并举，全区共设立防控卡点 749 个，2100 余名市
区机关干部、7500 余名社区工作者不惧风雪、不怕严寒、
坚守抗疫一线。5600 余名党员临危不惧、冲锋在前，下
沉到社区楼院，组建临时党支部 151 个、党小组 407 个、
先锋队 272 个，凝聚起共同抗疫的磅礴力量。2 月 24 日，
该区实现了确诊、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三清零”，没有
出现一例社区内部传染病例，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阶段性重大胜利。
去年，该区锲而不舍抓产业转型，推动经济工作稳
中有进、逆势升温。坚持“六稳”
“六保”，聚焦“生产性服
务业抓突破，生活服务业抓转型提升”的发展思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生产性服务业抓突破。去年，在
谋划建设了焦作地理信息产业园、焦作市人力资源双创
产业园、焦作市融媒体文化科技产业园的基础上，新建
了全省首家焦作市 5G 产业园、焦作市建筑科技产业园
两个专业园区，焦作市颐高数字经济产业园落地开工，
为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搭建了平台。引入华为 5G 基建
运营中心、中纬测绘、海康威视、八戒工厂等 239 家龙头
企业，成功举办了全国测绘科技信息网中南分网第三十
四次学术信息交流会，推动了产业集聚和科技创新，实
现了建设一个园区，带动一个产业的示范效应。
围绕生活性服务业抓转型提升，主动融入郑焦一体
化规划，以城市更新、功能再造、业态提升为目标，以工
业企业搬迁改造、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为载体，以高铁
经济、总部经济、金融证券、文化旅游、康养休闲等现代
服务产业为导向，强力实施“3+10”项目推进计划，高塔
光影秀项目即将投产运营，南太行森林公园花海广场形
象进度明显，中国 MALL 行业的创始者香港铜锣湾集团

解放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海燕带队调研教育工作。

落户解放区，总规调整已经完成。去年，全区 103 个重点 “智慧生活”。服务全市十大基础设施建设，牧野路完成
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区委总揽全局。创新实施了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36.9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拆迁 4.15 万平方米，普济河道治理基本完工，38.7 公里 “对标看齐、举旗定向、先锋堡垒、作风建设、同心同
依托各种平台全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大员 “四好农村路”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向、平安守护”党建六大专项行动，形成齐抓共管的
抓招商、全员抓招商、全域抓招商，建立了“10+X”招商
持续抓好污染防治，强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党建推动合力，定期研究听取区人大、区政府、区政
机制，成功举办了“招商引资百日竞赛”
“云招商视频推
战，去年连续六个月获全市环境质量考核第一名，空气
协和区法院、区检察院党组及群团工作汇报，支持各
介会”
“百名浙商进焦作”等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累计
质量优良天数达 194 天。
党组开展工作。
外出招商 444 批次，对接项目 801 个，达成意向项目 438
创新推动基层组织力提升。围绕党群联心、服务
个，落地项目 218 个，促成投资 202 亿元。
联动，开展“支部联支部，党员进社区”活动。建成
持之以恒抓民生改善，推动社会事业
依托现有资源积极助推传统商贸业转型。积极应
党建综合体 46 个，在党建第二和第三季度观摩中，均
蓬勃发展、
全面提升
对疫情，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引导万达商业广场、
获得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作为全省村(社区)“两委”
王府井百货、百货大楼等大型知名商贸企业线上线下联
换届选举全市唯一试点，高质量完成了换届工作，全
动发展。组织举办了“春暖花开—相约解放”购物美食
民生领域支出 12.5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面实现了 4 个 100%和“两降一升”目标，经验做法被
嘉年华、
“释放消费潜能、唤醒商业活动”和“全市网红大
70%。教育质量持续提升，教育信息化 2.0 项目进展顺
全市推广。坚持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严格落实
赛”等现场体验活动，促进消费回暖和潜力释放。
利，中招成绩全市领先，连续八年被评为全市教育质量 “好干部”标准，先后调整干部 9 批 177 人，优化了干
综合奖一等奖。
部结构，配齐配强了各级领导班子；选派了 29 名优秀
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锻炼，重基层一线，崇尚实干、
康养产业快速发展。8 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
久久为功抓城市建管，推动城区面貌
设有序推进，龙佰康养项目顺利实现土地招拍挂，正在
鼓励担当的用人导向更加鲜明；创新举办青年干部论
颜值更靓、形象更美
完善规划设计方案。在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效拓宽了年轻干部
试点市验收中，受到国家验收组的充分肯定。
发现、培养渠道，健全了年轻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
加大城市创建力度，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
文化服务更加惠民。探索形成了文化馆总分馆建
制。
城市创建主战场、主阵地，解放区坚持目标同向、党群同
设模式，创新搭建了“1+10”数字文化配送体系，极大满
坚持营造团结奋进的舆论氛围。始终牢牢掌握意
力，高质量完成了创文实地测评、调查问卷和创卫技术
足了群众公共文化需求。公共卫生设施日趋完善，申请
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严格执行联席会议、分析研判等
评估迎检任务，彰显了解放担当、贡献了解放力量。
国家资金 1.8 亿元，扎实推进区公共卫生中心和精神病
六项制度和“十个一”工作措施，积极做好意识形态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扎实推进，天河公园成功
院病房楼建设，全年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领域重大敏感时间节点的预警监测和风险防控。去
创建 AAAA 级景区。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高标准改造门
1980 万元。
年，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先后在人民网、
头招牌 2575 家，高质量整修了学生路等 7 条次干道路，
创业就业服务成效明显。先后举办了“春风行动专
河南日报、焦作日报、学习强国及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高品位打造了和平街、新华街、金土地等一批精品街区、 场招聘会”
“稳就业惠民生专场招聘会”
“创业双百工程” 平台发表稿件，累计阅读量达到 200 万人次。以文艺演
示范市场，高效率拆除违建 15 万平方米。297 个老旧小
等活动，全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7800 多个，实现新增就
出形式创新举办了解放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区改造基本完成。田涧村、化三科研楼等 6 个棚户区改
业 5950 人，新增各类返乡创业企业 162 家，带动就业 740
通过直播平台点击达到 18 万人次。去年一年，在《新闻
造有序推进，城市功能和品质实现了双提升。
人。
联播》
《朝闻天下》、河南电视台等各级媒体累计发布我
抓好社会治理创新。巩固深化“334”楼院协商治理
区新闻 5000 余篇，扩大了对外宣传影响力。
模式，探索构建“幸福楼组—美丽楼院—善治街区”全方
带着 2020 年的信心与担当，带着“十三五”的收获与
驰而不息抓党的建设，推动党建引领
位治理格局，建成了 457 个“幸福楼组”，投资 2 亿多元启
激情，解放区将更加锐意进取、铿锵前行、克难攻坚，更
机制更优、成效更好
动了“智慧楼院”建设，完成了华飞小区、金芳楼院等 153
加敢于拼搏、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必将在高质量发展征
个楼院设备安装和云平台服务器搭建工作，研发了居民
程中创造新的业绩、新的辉煌。
自治软件“业委会 APP”，实现了“智慧安防”
“智慧管理”
坚持把抓好党的建设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扛牢全面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解放区提供）

焦作地理信息产业园。

焦作市 5G 产业园。

焦作市融媒体文化科技产业园。

.焦作市数字经济产业园。

锦祥花园小区整体提升后功能更加齐全。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焦作市建筑科技产业园。
焦作市建筑科技产业园
。

.焦作人力资源双创园
焦作人力资源双创园。
。

焦作火车站南广场鸟瞰。
焦作火车站南广场鸟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