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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创建工作已经进入只争朝夕的关键时刻"中心城区四个区要发挥主
力军作用"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推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全力
冲刺"背水一战"确保创建成功#

!!!摘自市委书记徐光在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

川汇区!告别"脏乱差# 迈向"净齐美$

记者 徐启峰

中心城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重点

在老城区!难点也在老城区" 川汇区作

为中心城区的老城区!承担着
!"#

左右

的创建任务! 怎样让老城区焕发新颜!

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创建活动开展以

来!川汇区全力以赴!多措并举!一点一

点告别#脏乱差$!一步一步迈向#净齐

美$%

率先推行&路长$制% 今年春节过

后!为确保打赢创建攻坚战!川汇区在

中心城区率先实行 &路长制$% 区四大

班子
$%

名主要领导分别担任一条主要

街道 &路长$!

!!

家区直单位分别承包

不同路段% 诸位&路长$上任后!立即组

织人员对分包街道逐路' 逐项进行排

查!提出存在问题和整改意见!针对存

在问题逐一建立整改台账! 明确整改

标准'整改时限'责任领导'责任单位'

责任人!对整改情况一天一督查!一天

一反馈" 川汇区在机关单位实行&半日

工作制$!各单位人员上午处理政务!下

午上路创建" 截至目前!&路长$们在主

要道路排查问题
&

大类
%'(

项项!已整

改销号
$('

项" 每到一处!&路长$们对

发现的乱搭乱建'乱摆乱放'乱写乱画!

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问题!立即上前

制止!并当起政策宣讲员!向商户讲解

创建文明城市的重大意义! 还和分包

单位人员一起义务劳动" 主要领导亲

力亲为! 极大地带动了全区创建氛围!

有力推动了工作开展"

)

月上旬!市长刘继标对川汇区的

做法给予高度赞扬(&要借鉴川汇区推

行的)路长制*经验!打好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攻坚战!确保创建成功% $

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川汇区

财政投入
$)""

万元! 同时采取多元投

入方式!动员企业'社会爱心人士捐款!

让创建有了牢固的资金保障%

文昌大道是中心城区主干道!道路

两旁多见拆迁过后的断壁残垣!十分影

响美观% 在棚户区改造不能一步到位

的情况下! 川汇区在道路两旁拉起了

青砖围墙!并张贴公益广告!与中心城

区文化符号+,,国保单位关帝庙相得

益彰!大大提升了城市品位% 露天烧烤

严重污染环境! 是屡禁不止的城市顽

疾% 在创建活动中!川汇区采取以奖代

补的方式更新露天烧烤炉! 对每户更

新环保烧烤炉的摊主!奖励
$"""

元!大

大激发摊主更换环保烧烤炉的积极

性% 目前!区内已难觅烧烤摊油烟滚滚

的场面%

据统计!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川汇

区拉围墙
%$""

米!粉刷墙壁
("""

多平

方米!更换门头匾额
$%"

多块!制作大

型公益广告牌
*!

块' 小型公益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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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块!清除城市&牛皮癣$

$(&!

处!

拆除违章建筑
$!

处'广告牌
$+'

块!规

范出店经营
($'

户!劝退占道经营
*"'

摊次!整改
$&(

户露天烧烤炉!初步实

现了市容环境&净齐美$%

在城市管理网格化的基础上!川汇

区整合公安'城管'办事处三级执法力

量! 共同应对市容整改过程中遇到的

突发状况! 有效破解了城市管理难题!

令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更有声势' 有力

度'有保障'有成效%

(

月
$*

日!川汇区联合市城管局'

市公安局开展联合执法行为!组成
*""

人的强大联合执法队伍!对城区乱点集

中治理!依法取缔万顺达广场违法占道

小吃市场!共计取缔占道经营摊位
$$"

户!拆除违法设置临时棚
$"

个!拆除临

时广告牌匾
$%

个'围栏
*"

米-依法拆

除五一广场临时游乐设施!取缔违法经

营户
%*

个! 拆除' 清运各类电动玩具

*"

件'蹦蹦床
%"

个 '台球案
$'

个 '临

时棚
*

个-严整新闻街市容乱象!规范

出店占道经营
+"

户!拆除乱搭乱建
$)

处!清理户外广告
+)

个%

三级联动执法!有力震慑了中心城

区市容违法行为!保证了行政执法的权

威性!确保城市管理依法'高效运转!受

到了社会的广泛赞同!赢得了广大市民

的拍手称快% 今后!该区将对所有城市

乱点进行重拳出击! 务求一击奏效!不

留后患%

志愿者在清扫拉圾!理效明 摄

项城!打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在前不久召

开的全市工业大会上! 项城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作了典型发言! 项城工业的强势

发展受到关注%

项城牢固树立工业强市理念! 突出主

导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平台建设!优

化发展环境! 有力促进了项城工业的强势

发展% 去年! 项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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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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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

- 实现利润总额
(",((

亿元! 增长

$(,!#

-工业实交税金
*,((

亿元!增长
+%,+#

%

坚持多策并举!突出量身定做!着力

打造医药'食品主导产业新优势%项城围

绕打造百亿元医药产业集群! 利用
%!(

个医药批号珍贵资源!通过内挖外联'转

让合作'重组兼并!全力推动医药企业提

档升级'集群发展%新帅克与乐普医疗联

合成立乐普药业!重组上市!其生产的抗

凝新药!市场销售排名全国第一!去年实

现税收
((""

万元%六合堂药业引进江苏

康宝'西藏圣洁两大战略投资者!已建成

国内一流水平的现代制药企业% 美华制

药正在与浙江一医药上市公司商讨战略

重组!有望成为项城市第三家上市公司%

康达制药今年建成后! 将成为全国最大

的头孢菌素类无菌原料药生产基地% 蓝

天制药和湖北安信重组! 打造全国最大

的儿童中药制剂生产基地% 医药产业被

省工信委认定为
$"

个特色产业集群之

一!也是全省唯一的医药产业集群%莲花

味精成功引进战略投资者! 更名莲花健

康!拟定向增发
*$

亿元!&莲花$再次绽

放指日可待% 三利食品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脱水蔬菜加工生产出口企业! 年创外

汇
*)""

多万美元%产业集聚区去年完成

工业增加值
'(,''

亿元! 从业人员达
*,!

万人! 被评为河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和周口市最强产业集聚区%

坚持创新驱动!突出做优做强!着力

打造企业竞争新优势% 项城实施企业创

新激励机制! 对新认定的国家或省级工

程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 重点实验

室!分别奖励
*""

万元'

$""

万元-对&新

三板$上市成功的企业!奖励
%""

万元%

乐普药业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在郑州设立了
*

个新药研发中心!

致力于新药研发由&仿$向&创$的转变%

六合堂药业相继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中医药研究所等建立产学研实验

室! 目前已开发一批极具市场前景的新

药!均属全国独家产品%美华制药与科研

院所合作!研发国家三类新药
+

个品种
'

个规格!国内领先% 对参与医药产业发展

的高新技术人才!项城在生活'住房等方

面给予补贴!已成功引进医学博士
$)

人'

硕士
("

多人'高级技术人才
$("

多人%

坚持平台建设!突出集群集聚!着力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新优势% 项城坚持五

规合一'产城互动!大力提升产业集聚区

吸引力和承载力! 聘请同济大学专家!高

标准完成集聚区扩区规划! 充分体现集

聚'高端'生态的特色-高标准完成了集聚

区&六横七纵$

$*

条道路建设!绿化'亮化

和雨污管网同步实施- 高标准完成了
()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建设-加快产业集

聚区物流'污水处理及学校'医院'商务'

公交等配套工程建设! 承载能力显著提

升%目前!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
$$

平方公

里!入驻规模企业
!$

家%

坚持优化环境!突出真刀真枪!着力

打造企业服务新优势% 项城叫响&只要企

业确定干!剩下事情我来办$的服务理念%

对重点项目!由&我来办$办公室列出职能

部门服务清单!实行时间倒逼'任务倒逼'

责任倒逼!限时办结!否则!一律先盖章后

完善手续% 项城每季度组织企业家'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士!对职能部

门股室及二级机构进行民主评议!前三名

的通报表彰!后三名的予以免职% 项城开

展职能部门下企业活动!由职能部门主要

负责人任重点企业党组织第一书记!实行

贴身式的保姆服务!实现由&找我办$变为

&我来办$'由&企业跑$变为&部门跑$%

!!!!!!

昨日"项城市丁集镇官庄村村民正在晾晒小麦! 目前"项城市农民趁着晴好天

气"晾晒夏麦准备储仓! 王洁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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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继峰/

(

月
$+

日至
$(

日!全国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省政协原副主席孔玉芳来到

周口!就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古建

筑保护利用情况进行调研%

省政协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原主任毕福海' 省政

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胡梦月' 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

会原副主任张锐' 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常

法武随同调研%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市政

协主席穆仁先!市政协副主席杨臖!市政协秘书长张辉等

陪同调研%

在周期间!孔玉芳一行先后到淮阳县白楼乡'周口开

发区人民广场'黄淮农产品大市场'大河林业公司'市商

务中心区'周口华耀城'和谐广场'市体育中心'关帝庙古

建筑群等地实地调研%

周口黄淮农产品物流大市场是全国农产品流通综合

试点市场%在黄淮农产品物流大市场!孔玉芳听取市场基

本情况'发展现状等介绍!实地了解市场开展&互联网
-

农

业$的实施和规划'电子结算中心运营情况% 她希望市场

继续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扩大供应链' 销售

链!开辟农产品销售新渠道%

随后!孔玉芳又来到大河林业公司!走进车间察看生

产线!询问工艺流程'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她鼓励

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内部管理! 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

市场占有率!努力创造更好效益%

在周口商务中心区展示大厅! 孔玉芳一行参观了商

务中心区规划沙盘! 通过宣传片了解商务中心区的规划

设计'功能分布和建设情况%

在周口华耀城! 孔玉芳认真听取项目负责同志关于

投资强度'规划设计以及建设招商进度等情况介绍%她希

望周口华耀城项目要规划好'建设好!更要管理好'运营

好!为商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调研中!孔玉芳对周口中心城区的发展变化 '美丽

乡村建设以及古建筑保护和利用给予充分肯定% 孔玉

芳指出 !周口市委 '市政府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既立

足当前 !更着眼长远 !为人民群众做成了很多打基础

管长远的事情 !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创造出周口更加

美好的未来 % 周口市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品质打造美

丽乡村 !有效改善了农村环境 !全面提升了农村整体

发展水平% 从城市到乡村!发展日新月异!充满生机活

力!看了以后让人感到很振奋'很震撼% 她希望我市注

重产业培育 !坚持产业为基 '产城互动 !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 !以产业的蓬勃发展积蓄发展后劲 !不断提

升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 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抓手 !切实抓好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产业结构

调整等工作 !切实把利民惠民的好事办好 !不断增进

老百姓的福祉%

徐光向孔玉芳一行介绍周口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规划和主要场馆'重要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徐光表示!周口市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认真吸纳和落实

调研组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徐光希望调研组的同志继续关注周口'

关心周口!帮助周口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群众怨言中找不足
张存华

某地相邻的两个乡镇" 最近都在

推行秸秆禁烧! 一个提前和养殖企业

联系"请他们进村将秸秆回收"不仅解

决了禁烧问题"还为农民增加了收入!

另一个则只重视#严防死守$"没有采

取其他消化措施"引来不少群众抱怨"

#咱镇的领导"你只要不烧麦秸"就是

堆到被窝里都没人管你% $

一亩麦子 "收一千斤小麦 "会有

'""

多斤麦草& 前几年" 农民收完小

麦 "麦草一烧了之 "造成许多火灾损

失和严重的大气污染& 对于秸秆"农

民也盼望政府能拿出解决的办法"让

秸秆派上一个好的用途& 将秸秆用于

养殖'发电'还田等"都不失为好的办

法 " 只是需要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

量"农民一家一户是没办法的! 对于

治理者而言"如果(只问耕耘'不问收

获$"不注意从群众怨言里听民声'从

利民便民的角度想办法"就容易陷入

(工作年年搞 "问题依旧多 $的怪圈 &

实际上"除了秸秆焚烧"农村黑校车'

机动车乱停放等民生难题"又何尝不

是如此)

(两学一做$"关键在(做$&从群众

的怨言中找不足" 把工作做到群众心

坎上"这就是最好形式的(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