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8 日中午，从新华区“两会”会场

“转战”到辖区纬四路，西高皇街道党工

委书记陈雷和该街道办事处主任赵文婷

顶着烈日，推进辖区重点项目东方生态

智慧城项目涉及的纬四路地面附属物集

中清理“十日攻坚”工作，努力为项目“进

场”提供良好施工环境。

西高皇街道地处新老城区接合部，

辖西高皇、郝堂、温集、高庄四个村和中央

花园、园林路、天湖苑三个社区，辖区拆

迁、项目建设、片区开发、乡村振兴、社区

治理等重头工作个个都是“硬骨头”。陈

雷和赵文婷迎难而上，在工作中达成了共

识：勇挑重担不忘初心，埋头苦干不辱使

命，克难攻坚见真章，实干实绩出实效。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何把

组织的信任、群众的重托、自己的承诺变

成群众的真心称赞，要坚持‘干’字当头、

‘实’字为要，团结好班子成员齐心协力、

克难攻坚，全面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以实

干实绩喜迎建党100周年。”陈雷说。

以优质的营商环境助力
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

东方生态智慧城项目是我市政府签

约引进的重点产城融合项目，也是省、市

重点项目。项目规划面积 4.72 平方公

里，总投资约 260 亿元，旨在让“昔日塌

陷洼地”变成“今日智慧新城”，树立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新标杆，缝合城市空间，

助推经济跨越发展。目前，该项目在西

高皇街道辖区的公园水系、路网工程建

设已全面展开。

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优质的营

商环境。新华区着力于打造优质的营商

环境，实行领导分包项目制，为项目建设

提供“店小二”式服务，切实把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抓紧抓好抓细。在区委、区政

府坚强领导下，西高皇街道按照“一项目

一策略”要求，努力推进项目落地和征

迁、运转、招商及财源建设。

2021 年，西高皇街道共有重点项目

13 个，其中省重点项目 1 个，市重点项目

3 个，其余为区重点项目。项目计划总

投资 211.2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46 亿

元。目前，所有项目有序稳步推进。

“下一步，西高皇街道将努力‘竣工

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跑起来’。”赵文婷说，

要以商招商，依托东方生态智慧城项目引

进医疗、教育等产业，加快推进产城融合；

因地制宜，依据西高皇新片区规划和区域

特点，将旅游观光、餐饮、娱乐相结合，打

造特色商业街区，致力于辖区地标网红打

卡地建设；依据全域经济摸底调查结果，

运用楼宇等资源，壮大产业集群。

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不
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是社会

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西高皇街道高度

重视社区治理工作，不断夯实基层社会

治理这个根基，社区治理工作多次得到

市、区有关领导肯定。

这得益于该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城市社区治理“五个一”工作

机制，以党建为引领，织密组织体系，做

实全科网格，实现精细化服务，全面推行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启动“红色引擎”强核心，构建“街道

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网格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五级组织架构。辖区 3

个社区共建立小区党总支11个、网格党支

部 35个、楼栋党小组 114个，与辖区 21家

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共创建20多个共建项

目，累计为居民提供服务400余次。

做实“全科网格”强服务。按照市委

大抓基层、夯实基础的要求，做实社区

“全科网格”，助力治理精细化。10 个区

职能部门下沉人员任网格联络员，使社

区治理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三个社区

按照 300 户划分一个网格的标准，共划

分 35 个网格，制作网格平面图，完善网

格基础台账，实现一网覆盖、全能服务、

句号管理。

打造“枫桥式社区”促融合。深入学

习、全面推广“枫桥经验”。社区落实“一

社区一警一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聘请

专业心理咨询师，组建“红袖标”义务巡

逻队，设立社区居民调解室，依托“老年

人服务中心”引导组织居民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

共育“幸福家园”倡文化。注重弘扬

红色文化，打造红色纽带党建文化长廊；

注重培育家园文化，全新打造“榜样的力

量”微景观；注重倡树志愿文化，积极倡

导“有时间做志愿者，有事找志愿者”，组

建“兵大哥志愿服务”“110 物业服务”等

志愿者服务队，集中开展志愿活动，架起

社区与居民间的精神联系桥梁，加大了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推进“民呼必应”解民忧。社区线上

线下收集意见建议，及时解决，真正做到

“民呼必应”解民忧，确保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

“在党建引领下抓好项目建设和社

区治理是西高皇街道的‘两驾马车’，两

者并驾齐驱，夯实筑牢了西高皇街道发

展的‘底盘’。”赵文婷说，在她看来，重大

项目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一批项目就能构成新的增长极，抓好

重大项目建设既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当务

之急，也是增强发展后劲的长远之策；基

层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是社会治理

最深厚的支撑，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做好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西高

皇街道还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变群众的

“烦心事”为“暖心事”，“忧心事”为“顺心

事”；以“创文”“保卫”为抓手，用心用情

用力培育文明新风尚，让群众舒心安心

放心地在西高皇街道工作生活。

一件件实事的办理、一幕幕暖心的

画面、一个个项目的推进，一声声赞誉、

一片片“志愿红”、一天天发展……当下

的西高皇呈现出了奋勇争先的良好局

面。2020 年，新华区晋位次争上游走前

列方面获得荣誉和出彩工作综合评定

中，西高皇街道位列镇（街道）组第一名，

第四季度重点工作、底线工作考核中，西

高皇街道总成绩全区第一。2021 年第一

季度重点工作、底线工作考核中，西高皇

街道总成绩蝉联全区第一。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落到实处，

看到成效才算数。下一步，西高皇街道

要持续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

实干，务求实效，集中精力干事创业，真

正干正事、干实事、干成事，在奋勇拼搏

中展现时代担当。”陈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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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皇街道：“干”字当头“实”字为要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新庄小学门口道路整修后，孩子们

上下学的路更宽敞安全了。

离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点较远的郏山

阳村，由于焦店镇“车接车送”的服务，群

众安心舒心地完成了接种。

越来越多的新庄村村民拿到安置房

钥匙，开启了新的生活。

褚庄村村民褚某从自家杏树上摘下

了黄澄澄的一篮杏，舍不得吃，坚持要送

给焦店镇党委政府班子吃。

…………

6 月 8 日 ，记 者 走 在 焦 店 镇 村 村 落

落，这样的暖心事听了一件又一件。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焦店镇扎实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一桩

桩、一件件暖心事赢得民心、凝聚力量，

展现了新作为、呈现出新气象。

“作为新华区唯一的一个乡镇，焦店

镇要坚决站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桥

头堡’。”镇党委书记许跃华说，献礼建党

100 周年，焦店镇的突围点是不断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只有赢得群众，才能赢得未来。想

要赢得群众，发展的实绩是关键。

发展，离不开过硬的党委班子

焦店镇是新华区唯一一个乡镇，今

年有党委换届选举任务。为选出好班

子、换出好风气、推动新发展，该镇党委

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严格换届程序、严把人选条件、严肃换届

纪律，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

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形成好气象。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该镇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贯穿选举始终，投

票设有监票人和计票人，纪委对会议全

程监督，许跃华带头签署严明换届纪律

承诺书。5 月 30 日下午，该镇党委换届

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我们要把新一届党委班子打造成

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

为的坚强集体，把焦店镇建设好、发展

好，更好地惠及辖区群众。”许跃华说。

此外，该镇还利用村“两委”换届选

举有利契机，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实

现年龄、学历“一降一升”，为各村选好带

头人，为辖区发展夯实组织基础。

发展，离不开项目建设的
有力支撑

经济发展离不开项目建设，好项目、

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擎。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有力

指导下，焦店镇始终把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来抓，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乘势而上，在今

后的发展布局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依然是焦店镇谋划的“重头戏”。“我们要

坚持在招商引资上破题发力、久久为功，

在项目建设上持续攻坚、寻求突破，努力

为焦店镇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焦店

镇镇长郭晓光说。

下一步，焦店镇将重点依托西环路、

新兴路、平郏路、建设路、平安大道、北环

路“三纵三横”城市框架，完成焦店智慧

城市社区城镇化进程，打造片区高标准

智慧住宅、智慧商业综合体，引进和建成

5G 产业项目，推动片区产城一体发展；

推进野王片区建设，促进区域大数据中

心 和 市 民 广 场 项 目 建 设 ，实 现 野 王 片

区、焦店片区无缝衔接；以华耀城商圈

为中心，积极开展商贸物流建设，带动

周 边 汽 车 文 化 园 、总 部 经 济 楼 宇 等 线

上、线下贸易共同发展的良好业态，为

区域经济增强动力；以红色美丽村庄为

平台，积极开展农村特色休闲旅游，依

托北部矿山治理，启动大北环经济带建

设并形成初步规模，实现焦店全镇规划

建设。

细看不难发现，焦店镇的这些谋划

涵盖了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既突出了产业支

撑、投资拉动，又体现了基础先行、民生

改善，是聚集发展动能、实现产业升级、

提升城市品质、保障民生高度的“生力

军”，必将为辖区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蓄积强大潜能，也为该镇

群众谋得更多福祉提供了更多可能。

而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是

实现这些的有力保障。6 月 2 日，新华

区委书记安保亮到焦店镇沉陷区综合

治理项目道路工程改造现场进行调研

指导。这仅仅是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每周到该镇辖区内进行项目调研的一

个缩影。

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的
有效推进

与新华区其他位于城区的街道不

同，乡村振兴是焦店镇今后更为重要的

“发展课题”。

“‘十四五’期间，我镇将继续强化规

划引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主要做到‘九个坚持’。”许跃华说。

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党建，为乡

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坚持

优先发展，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镇群

众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在要素配置上优

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

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各村短板。

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切实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促进群众持续

增收。坚持乡村全面振兴，统筹谋划农

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

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坚

持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坚持改革创

新、激发活力，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乡

村振兴，增强农村自我发展动力。坚持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注重规划先行、因

势利导、分类施策、突出重点、体现特色、

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坚持乡村振兴和

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城乡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打造焦店版的

“富春山居图”。

基层乡镇为了群众幸福所做的努力绝

不止这些。深入开展“党建+”活动，引领

“创文”“保卫”、环保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做实市域社会治理，稳步提升治理水平；感

悟党史汲取力量，奋勇争先再创辉煌……

“舞台已搭就，号角已吹响。焦店镇

将在党建引领下不断奋勇争先，以‘等不

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

住’的责任感，紧盯目标、铆足干劲、跳起

摸高，强化为民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扬起乡村振兴的风帆，不

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

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许跃华说。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文/图）

4 月 25 日，焦店镇严肃党委换届纪律暨签署承诺书仪式现

场，镇党委书记许跃华（前排中）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晓光

（前排左一）带头签署严明换届纪律承诺书

6月 2日，新华区委书记安保亮（右三）到焦店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道路工程改造现场调研

6月 8日中午，在郏山阳村农家乐山阳农家，客人络绎不绝

焦店镇：奋勇争先站稳“桥头堡”

4 月 25 日 ，新 华 区 召 开“ 党 建 引

领 奋勇争先”重点工作竞赛第一季度

讲评会暨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推进会

前进行项目观摩。

图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主任赵文

婷（前排左一）向区委书记安保亮（前排

右四）等观摩团成员汇报项目进展情

况。 西高皇街道办事处供图

中央花园社区中央花园小区居民代

表为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雷（前排右四）送

上锦旗，致谢街道和社区的民呼必应工

作。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4 月 7 日，天湖苑社区与辖区蓝天中

学的师生在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开

展环境卫生志愿服务活动。 姚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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