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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落实省委领导批示精神推进五项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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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委"市政府用心绘好城市总体规划#一

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 确定城市未来走向#抓

住政策机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

理& 号召全民参与#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卫生

城市%园林城市&

项城市城市总体规划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编制#

!"#$

年通过专家评审#

!%&'

年委托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规划进行细化#统筹

打包设计项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

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统一规划数据库#形成项

城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项城市三年计划基础设施投资近
$%%

亿元#

城市水系建设工程投资就达到
&()$$

亿元# 在基

础投资中占很大比重&

为何要在'治水(上下如此大功夫) '项城境内

有沙颍河%汾河%泥河%谷河四条河道#市区紧邻沙

颍河#内河纵横交错#交织成网#很多大家都叫不上

准确的名称$ (谈起项城内河#众多市民打开了话匣

子$

'我小时候#这些河道都清澈见底#两岸树木茂

盛$ 夏天一到#小伙伴们就三五成群来到沟边戏水

游泳$ (市民张老先生说$ 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企业排污和生活垃圾的增多#加之长期缺乏有

效管理# 项城市内部分河流渐渐成了污水横流的

'死水(#居民苦不堪言$

'加快生态水系建设#既是提升防洪功能的重

大水利工程#又是改善群众生活居住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的重要民生工程$ 内河综合整治工程#重点

要让城市因水而灵动$ (项城市决策者这样认为$

!%&*

年
(

月#项城市城市水系建设正式拉开帷

幕#成为广大市民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据了解#项城市城市水系建设工程包括市内主

要河流清淤改造和景观建设#以达到城区内河贯通

连接沙颍河引水补源的目的#解决城市临水%城区

缺水以及内河污染等问题$

内河治理包括加快沙颍河景观带% 闸运风景

区等项目的规划建设#长虹运河%驸马沟%鸡爪沟

等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和生态修复# 同时包含河道

上运清湖 % 小西湖等湖泊的生态修复 # 总长度

(')('

公里# 生态修复及环境整治涉及面积
+()%+

公顷$ 建沿河游园%湖泊%景点#贯通环城水系#让

城市流动起来#打造运河旅游%生态旅游%森林旅

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目前#新开挖河道和现有河道清淤改造%沿岸

生态修复%管涵铺设都在紧张施工中$

在张賌沟至驸马沟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

展
!%

米示范段的建设工作$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建成以后#河道的开口线是
!+

米#水位线是

#+

米#河道两边是
$%

米的绿化带#绿化带中包含有

园林小品%景观建筑%监控广播等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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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委秉持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

把
!%#*

年定为 '基层党建工作提升年(# 围绕

'六个一( 标准# 着力强化基层基础# 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个好阵地$ 在对
(%#

个行政村 *社区+ 进

行排查摸底的基础上# 项城市财政投资
$%%%

万

元# 对无村室 *租赁村室+ 的行政村援建
(

至
,

间标准化村室# 对年久失修" 条件简陋的村室予

以整修提升# 优先新建或整修
(+

个贫困村村室#

力争年底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实现标准化提升&

一个好班子& 项城市利用村级组织换届的机

会# 坚持 '选准一个人# 激活一个村( 的工作思

路# 从农村优秀党员" 回家创业的优秀高校毕业

生" 致富带头人中挑选人才# 选优配强村级班子#

为脱贫攻坚注入新鲜血液&

一套好装备& 在项城市各镇 *办+ 和每个村

*社区+ 安装云视频会议系统# 对
(!$

个站点进行

分批次安装# 实现 '智慧党建( 全覆盖# 真正实

现市" 镇" 村三级互通互联&

一套好机制& 项城市各基层党组织全面强化

'三会一课( '三级值守( '固定党日( '四议两公

开( '两单四化( 等制度的落实# 建立长效机制&

一套好的激励办法& 项城市各镇 *办+ 党

*工+ 委严格按照 '十星级( 党支部考评细则# 落

实 '班子零违纪" 信访零越级" 综治零发案" 安

全零事故" 秸秆零焚烧" 党建零通报( 的 '六个

零( 要求# 开展分类定级# 奖优罚劣# 激发基层

活力&

一个好的活动载体& 项城市开展 '科级干部

回村帮建( 活动# 在职项城籍市直机关科级干

部回到原籍所在村开展帮建工作# 帮助村里强

党建" 促脱贫" 保稳定" 谋发展" 惠民生&

截至目前# 项城市累计投入资金
*%%%

多万

元# 为民办实事
+%%%

多件# 调整提升村 '两委(

班子
#+

个# 打造标准化活动场所
#'

个#

!%#'

年

/,

个软弱涣散村实现晋位升级# 转化率达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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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亭 " 花坛 " 长廊,,金秋季节 # 项城市

李寨镇油许村的美景引来了十里八乡的游人&

'我真羡慕住在老家的人 & 你看 # 白墙红

瓦的房前屋后 # 有那么多的花卉竞相开放 # 现

在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蜜还甜呢-( 回乡创业

的薛海东兴奋地说&

行走在项城的村村落落# 只见田园风光与洁

净的村庄环境相得益彰. 精雕细琢的景观节点%

古色古香的凉亭% 匠心独运的文化墙# 村民们三

五成群或徜徉在如画的村中# 或笑逐颜开地聊着

家常话# 或在村前文化广场锻炼憩息,,

省委常委 % 宣传部长赵素萍对项城开展移

风易俗%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 并

作出重要批示 . '项城市移风易俗工作抓得有

声有色# 很接地气# 有思路% 有措施% 有效果#

希望坚持不懈# 久久为功-(

今年
/

月以来 # 项城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 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提升公民素质% 推动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为目标#

以打造宜居 % 宜业 % 宜游城乡环境为载体 # 扎

实推进移风易俗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 实施了

村庄绿化亮化 % 统一风貌改造 % 垃圾分类处理

等重点工程 & 同时 # 印发了 /关于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方案0# 为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明确了

目标% 细化了要求% 夯实了基础&

项城市积极探索生态文明村建设 # 完善保

障机制% 建立考评机制 % 健全长效机制 # 制定

出台了生态文明村建设考核验收办法 # 对验收

达到标准的示范村 # 实行挂牌管理 # 并给予资

金奖励# 对成功创建市级 % 地级 % 省级 % 国家

级的行政村 # 分别奖励
$

万元 %

'

万元 %

&%

万

元%

!%

万元& 各行政村结合实际# 组建了保洁

队伍 # 配置了保洁工具 # 建立长效保洁制度 #

实现了农村垃圾收运一体化 # 达到了环境美的

美丽标准&

据了解 # 目前 # 项城市已完成
(

个示范村

和
(+

个贫困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 今年底 #

项城市
/%0

以上行政村将建成达标村#

!%0

以上

行政村将建成示范村#

&(0

以上行政村将达到项

城市级及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美丽乡村建设 # 让项城一个个乡村抖落满

身尘埃# 像明珠被擦亮一般# 闪耀出熠熠光辉#

也照亮了村民们的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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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项城市把脱贫攻坚工作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重视程度之高% 投入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

强化主体责任 & 项城市全面推行脱贫攻坚

责任制 # 明确市委履行一线指挥部责任 % 镇党

委履行主要责任% 村党组织履行具体责任# 市%

镇% 村三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本辖区扶贫攻坚

工作第一责任人 & 坚持以制度促落实 # 项城市

委先后研究制定了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

施意见0 /项城市脱贫攻坚工作考核评价办法0

等多个制度文件 # 派驻了 '第一书记 ( 和驻村

工作帮扶队 # 明确了市委抓总责 % 扶贫办抓部

署% 镇抓实施 % 村抓落实 % 部门联动的扶贫工

作机制&

强化示范引领& 项城市建立扶贫攻坚结对帮

扶联系点制度# 该市市委书记刘昌宇在高寺镇张

老家行政村带头建立联系点#

!*

名处级领导每

人联系
&

至
!

个贫困村# 具体帮扶
(

户贫困户&

项城市直
+!

家机关单位结对帮扶
+!

个村# 通过

处级领导联点示范% 市直单位定点结对# 带动近

千名科级干部结对帮扶千村# 面对面开展帮扶工

作&

目前 # 项城市累计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

人# 其中 '第一书记(

+!

人# 全覆盖
/!

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

项城市
&(

个镇根据 '精准识别% 精准施策%

精准脱贫( 的原则# 对符合识别标准的
$$$!

户

&&/*/

名贫困群众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工作# 对致

贫原因% 具体帮扶措施计划% 帮扶责任人也都一

一进行标识和落实&

项城市建立培育壮大扶贫产业# 为贫困户脱

贫提供强大动力和保障& 采取建设扶贫基地# 通

过企贷企还% 企户联接% 贫困户入股分红的金融

扶贫模式# 为贫困户每人每年实现
$%%%

元的固

定收益& 在去年
$

家企业覆盖
&,,%

户贫困户的

基础上# 今年又有
/

家扶贫基地承担了
!$%*

户

贫困户的全覆盖任务& 目前# 项城已规划建设扶

贫车间
/!

个# 现已建成
,

个# 光伏发电实现并

网发电
!),,

兆瓦# 覆盖
(*'

户&

为达到贫困村退出的硬件要求# 项城市财政投

入巨资# 把
(+

个贫困村打造成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

项城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项城市高起点规划引领城市建设新篇章! 图为改造后的驸马沟!

项城市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了人居环境! 图为全国文明村镇高寺镇张营行政村!

贫困村旧貌换新颜! 图为永丰镇大黄行政村!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项城市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图为孙店镇高营行政村文化墙!

今年"项城市启动内河综合整治! 图为内河改造施工现场!项城市医药产业成为工业经济增长新亮点! 图为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项城市历史上投资最大的项目燃气电厂今年年底计划投产!

策划!张 敏 执行!杨光林

"上接第一版#

截至今年
*

月# 项城医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
/,),'

亿元#同比增长
!+)(0

#引领全市工业经

济快速发展&

周口
!//(%12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

厂#年底有望实现双机组投产目标& 作为项城历史

上投资最大的项目#它每年将使用
,)/

亿立方米天

然气#发电近
(%

亿度#贡献利税
#)(

亿元&

截至今年
+

月底# 项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为
,0

#居周口市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