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6

· 马村区实干担当篇
■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黄小霞│校对：
张雪晖│组版：
华保红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A07

· 马村区实干担当篇
■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黄小霞│校对：
谢

斌│组版：
杨

杰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前言：
思想解放永远是发展的总开关。2016 年以来，我市组
织全市干部群众开展了五次大学习活动，踏上了一条思想
解放的漫漫征途。由此，创新的思想劲风吹拂山阳大地，为
焦作转型发展、
跻身
“第一方阵”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对于马村区而言，五次大学习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再
解放、理念再升华，是一次又一次的整装再出发。持续开展
的大学习活动，为马村区上下输入了“发展为上、项目为王、
企业家为大”的服务理念和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植入了
“爱拼才会赢、挑战不可能”的拼劲闯劲，打开了束缚干部群
众多年的思想枷锁，提振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激活了
马村区发展的新动能。
在 2020 年焦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上，投资 8 亿元的健康元生物医药研
究院等一批项目签约落户马村区。

头脑风暴激活
“马村速度”
，
实干巧干演绎
“爱拼会赢”
。
过去的一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考验，
面对错综复杂国际
国内形势，
面对
“十三五”
收官、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污染防治、
城市创建等大战大考，
马村区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
多项工作
取得新突破。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
库容 8300 万立方米的南水北调冯营调蓄水库工程通过国家
水利部审核，
河南省城区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马
村区摘牌入市，
健康元4AA、
千业新材料等一批项目迅速投产
见效，
万达综合体、
衡水泰华教育综合体项目（志臻中学）、
健
康元医药研究院等战略性项目落地，全省首家以脱贫攻坚为
主题的纪实图书《我们的扶贫故事》出版发行……

2020 年焦作 （深圳） 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总投资 33.8 亿元的深圳健康元药业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维生素 B2 生产项目等签约落户马村区。

5G 绿色无人矿山荣获第三届“绽放
杯”全国 5G 应用大赛一等奖。

全省城区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在马村区摘牌入市。
本报记者 张 蕊 摄

本报记者 张 蕊

丽景社区新面貌。

聚焦一

聚焦二

聚焦三

聚焦四

聚力
“大战大考”
践行初心使命

瞄准
“争先晋位”
坚信爱拼会赢

坚持
“项目为王”
增强发展后劲

推动产业升级
优化经济结构

疫情防控坚决有力。
2020 年，
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
马村区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党员干部
“闻令而动”
，
医
护人员“逆势前行”，仅用 23 天实现 1 例确诊病
例、
1 例疑似病例和 40 名密切接触者
“三清零”
，
医护人员
“零感染”
，
全区 1 人获得全省抗击新冠
疫情先进个人，
1个集体、
7名同志获得市级表彰。
精准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市。及时推出
“援企稳岗、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举措，对 38
家重点企业实行县级干部“一对一”服务，减免
各类税费 1.77 亿元，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重点
行业领域全部复工复产。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扛牢脱贫攻坚
责任，紧盯“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强力落实各
项扶贫政策，18 个贫困村全部摘帽，1702 户
6474 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文明创建全力推进。新建改造城市道路 15
条、整治背街小巷 37 条，改造老旧小区 26 个，
建成游园 17 个、绿色廊道 6 条，大幅提升了城
市基础设施水平、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创新开
展“随手拍”
“ 小手拉大手，文明齐步走”等活
动，
社会文明风尚进一步提升。

主要指标实现争先晋位。2020 年，马村区地区生产
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等 6 项指标增速，
均位居全市前列。
向上争取和发展空间取得重大突破。向上争取方
面，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正式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
并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南水北调中线调蓄工
程纳入全省
“十四五”
规划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
展规划。全年谋划包装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项目 85 个，争
取资金额度位居全市第一位。
发展空间方面，
东海大道以
西、
白鹭湖生态康养片区、
万方产业集聚区等重要区域初
步纳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
创新创业取得重要突破。健康元医药研究院正式挂
牌运营；5G 绿色无人矿山在工信部举办的全国“绽放
杯”5G 应用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完成全省城区首宗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交额 4921 万元；千业新材
料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第六届全国砂石骨料大赛第
一名；
茁成农庄成功创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引进高端人才取得重要突破。聚焦人才经济，依托
健康元医药研究院引进 1 个院士团队，多名博士后在内
的高端医药技术人才汇聚马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
创新引擎。

聚焦五
推进城乡融合
提升幸福指数
以“百城提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东海大道（解放东路-焦辉路段）全线贯通，东经路
等 5 条道路开工建设，
泰康路、
平安路西段基本建成，
文昌路和中兴路北段大
修工程顺利完工。
新建城市口袋公园 8 处、
微型口袋公园 5 处。
世合玺悦苑、
金
科集美晴川等 6 个城市开发项目顺利推进。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140 万元，
在五个城区率先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顺利完成 29.7 万平方米
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荣获全国优秀格次。
编制完成 3 个乡镇规划、
42 个
实用性村庄规划，
建成 19 个村污水管网工程，完成 13 个村 3011 户厕所改造
工程，
完成
“四好农村路”
83.86 公里，
改造提升县乡村道路 28.5 公里。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2020 年，
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7.2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79.7%。
投资 1700 万元实施 7 个教育基建项目，
开工建设待王学校南
校区、
工小教学楼等 7 个重点项目，
明天学校、
三十六中学被评为全国新教育
优秀实验学校，
全年获得教育科研成果省级奖项 66 项。
马村区人民医院成功
通过二甲医院创建初审，
PCR 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
远程云心电诊断中心正
式运行，
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 10 家。
新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2 家、
农村幸福院
10 家，
新增集中供暖面积 30 万平方米。
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深化“平安马村”
“法治马村”创建，扎实开展“扫黑
除恶”
专项斗争，
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
社会大局更加安全稳定。

碧水玉带绕马村。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坚持以
“410”
工程为统领，
以
“项目攻坚
年”
活动为抓手，
严格落实
“四个一”
、
领导分包、
观摩评价等工作
机制，
项目的存量和增速得到双提升。
全年共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188 个，
总投资 557.6 亿元，
项目个数和投资额度为历年最高。
全
年实施省、
市重点项目 24 个，
已完成投资 52.7 亿元，
超投资计划
24 个百分点。库容 8300 万立方米的南水北调冯营水库、总投资
16.3 亿元的采煤沉陷区治理，两个“国家级”项目顺利通过国家
有关部委审批。
招大引强成效明显。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
达地区，坚持领导与全员、线上与线下、自办活动与参加全市签
约、落地与保障“四结合”，大力实施“5+4+N”专项行动，着力
招大引强。全年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2 个，总投资 117.8 亿元。健
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维生素 B2 等重点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
年开工当年建成。投资 25 亿元的衡水泰华教育综合体项目（志
臻中学）、投资 20 亿元的中城开田园综合体、投资 25 亿元的医
药产业园、投资 8 亿元的健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等 12 个亿元以
上项目顺利签约落地；
全年争取专项债 13.6 亿元，
全市第一。
改革创新取得突破。
“放管服”
改革持续深化，
全区1042个事
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
，
网上可办率99%以上；
多证合一改革全面落
实，
新增市场主体 915 个。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初见成效，
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9家、
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示范企业3家。

聚焦六
突出
“党建引领”
凝聚奋进力量
马村区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党建核
心引领，
从严治党纵深推进，
作风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高质量发展需要过硬的作风来保障。该区“四大班
子”成员以“清单化、项目化”述职汇报党建工作，成为
“规定动作”。高标准打造党建综合体示范点 53 个，健全
完善“1+N”基层末梢组织体系、
“1+4”党群融合楼院治
理模式，形成党群联动的好局面。扎实推进村（社区）
“两
委”
换届，
完成 77 个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任务。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外宣工作呈
现出“数量多、反响好”的新局面。编撰完成《我们的扶贫
故事》，在全国公开发行。全市“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
展”
出彩故事讲述比赛中，
该区 4 名选手均获一等奖。
倡树“马村精神”，绘就“最美群像”。马村区坚持把
“提振精气神”作为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源泉，培育、
发掘、宣传了程传信、赵飞琴、马村女子爱乐合唱团、和
谐社区 36 名老党员等一批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出彩的
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提振精气神，为推动马村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新型工业做大做强。围绕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聚焦医药制
造、铝及铝精深加工和绿色建材等主导产
业，以南部工业园和北部绿色建材产业园
为载体，初步形成了“一区两园”的发展格
局。全年实施“三大改造”项目 25 个，完成
投 资 16.4 亿 元 ，占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113.2%。万方产业集聚区联合西部工业集
聚区高质量考核评价进入全省 20 强，成功
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区两园”
全年预计营业收入完成 95 亿元，工业增加
值完成 24 亿元。
商贸物流扩容提级。特色商业区内基
础设施加快推进，万邦国际冷链物流、鸿
运智慧物流园、骏通物流等重点项目进展
顺利。持续加大现代商贸产业布局，在全
市率先开展“划行归市”工作，全面启动
《焦作东海交易市场专业园区》和“十四
五”物流专项规划，特色商业区营业收入
完成 28 亿元。
生态康养雏形初显。以水系、康养为
重点，大力发展生态康养产业。启动水系

规划编制，南水北调中线调蓄工程完成前
期勘探工作，九里山山水林田湖草、白鹭
湖城市湿地公园、解放东路景观改造、马
村区人民医院医养中心、山门河景观改造
提升和南延工程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利用地域优势和
资源禀赋，加快茁成生态农庄、中科田园
和中城开田园综合体等重点项目建设，实
现了一二三产联动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
综合体。茁成生态农庄建成农业科技大棚
195 座，全年接待游客 32 万人次，成功创建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中科田园农业综合
体与中科院合作打造国家级怀药产业基
地和种苗繁育基地。
精致城区颜值攀升。抓住城市创建的
契机，
新改建城市道路 15 条，
整治背街小巷
37 条，建成游园 17 个、绿色廊道 6 条。万达
广场综合体、
中梁阳光城壹号院、
金科集美
晴川、
靳作城中村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
衡
水泰华教育综合体项目（志臻中学）开工建
设，
利用企业搬迁腾退土地开展商贸、
文旅
等产业招商，
城区经济圈进一步繁荣。

河南盖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强度石膏粉
生产线。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千业水泥移动 5G 绿色智能数字化矿山控
制室。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记者点评
在焦作市，马村区算是一个小城区，面
积小、人口少、经济体量不大、资源不够丰
富……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马村区一连
串的大动作不禁让人们刮目相看、拍手叫
好，
甚至引发思考。
马 村 区委书记宗家桢常说这样一句
话：
思路一变天地宽。
由于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马村人眼里，曾经的劣势变成优势，曾经
的痛点变成亮点；由于创新意识的提升，马
村区在招商方式、项目运作、高效服务等方
面，吸引了万达综合体、衡水泰华教育综合
体项目（志臻中学）、
健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
等一系列“大个头”、战略性项目的落地；由
于夺冠意识的增强，马村人不甘人后、敢为
人先，
多项工作披荆斩棘，
实现突破。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眼下，马村
区广大干部思想观念、作风效能、责任担
当、干事氛围积极向好，汇聚了改革发展的
强大动能。有了这样的好基础、好势头、好
氛围，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焦东新城必将傲然屹立，为焦作高质量
发展添上一抹最绚丽的亮色。

安阳城街道后岳村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贫困户变微商，幸福路上不掉队。
周博阳 摄
医养一人，幸福一家。
刘小喜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马村区委宣传部提供）

健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项目挂牌并投入运行。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区。

茁成生态农庄成功创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