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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丽现代产业新城 奏响奋进新时代最强音
站街镇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2月3日，农历立春时节，迎春花开
一簇簇，点缀着美丽站街。走进巩义市
站街镇中部铝港产业园项目一期施工
现场，数台挖掘机正在进行地基基坑作
业，施工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各守其位，
寒风凛冽，工地却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施
工景象。

中部铝港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的加速
推进，为站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让人们看到了站街镇发展的后劲儿，看到了
一座美丽的现代产业新城未来可期。
记者 李晓霞 巩义时报 孙淑霞
通讯员 杨静 席扬 吴林杰 文/图

激活项目引擎动力 集聚高质量发展动能
“自从企业落户站街

镇以来，当地政府大力支
持，拆迁、土地平整等一切
都进展顺利。1月 18日，
一期工程正式奠基开工。
智能装备园项目预计4月
份开始建造厂房。”河南
宏基中部铝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曹清标说，公司
上下深深地感受到，无论
是巩义市各级部门、站街
镇党委政府，还是相关行
政村等，都特别重视项
目、支持项目，给予了企
业最大的支持。接下来，
公司将全力推进中部铝
港产业园这个百亿项目
的建设，着力打造千亿级
中部铝港产业集聚园。

站街镇有关负责人
介绍，中部铝港产业园项
目分二期建设，以铁路专
用线建设为基础，以现代
化物流仓储、铝及合金加
工产业基地为重点，规划
建设功能完善的产、学、
研、商、住一体化新型工
业园区；在发展产业的同
时，形成“产城结合、融合
发展”的新城区。

项目是发展的载体，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

产出。一直以来，站街镇
始终树牢“项目为王”的
理念，在狠抓项目建设中
奏响奋进新时代的最强
音。2020年，站街镇重点
工业项目 14个，总投资
318.59亿元，已达投产状
态的项目 8个。总投资
300亿元的中部铝港项目
一期鲁村片区拆迁工作
于 2020年 6 月份启动，
一期项目核心区 800 余
户居民已整体拆迁完
毕，平整建设用地 260
余亩。巩义市新格再生
铝水项目一期正常投
产；河南中孚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
高精冷轧板带材项目已
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河
南港润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600 吨硅酸铝陶瓷纤
维制品项目厂房办公楼
已建成，正在安装设备；
巩义市泛锐熠辉年产
800 吨二氧化硅绝热材
料项目厂房、办公楼正
在施工。

一批高端产业项目
接连落地、开建，在这不
平凡的一年，站街镇能够
有如此亮眼的发展成绩，

既体现了其经济抗压性
和发展韧性，也彰显出了
站街镇以“自身内功”为
支撑的强大发展。

2020年，站街镇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的各
项工作部署，把握好“控、
保、稳、进、抬、扛”六字要
求，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坚决落实“六保”任务,
紧紧围绕“人文宜居现代
产业新城”的目标，围绕
“4+4+2”重点工作机制，
抢抓机遇，拼搏进取，攻
坚克难，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不利影响，坚持强工
业、稳农业，激活项目引
擎动力，集聚高质量发展
动能，打造美丽站街，经
济发展实现稳中有进的
良好态势。2020年，全镇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亿
元，增速2.6%。

强工业的同时，站街
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镇党委统筹保障，以
党建为引领，党委书记亲
自挂帅，全力推进“摘星
夺旗创三宜”工作，集中
力量抓合力、抓项目、抓
特色，助推各村实现乡村
振兴新发展。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农为邦本，本固邦
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
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

按照巩义市“摘星夺
旗创三宜”的工作部署，
站街镇积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大力建设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以党建为引
领，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
农民稳步增收，取得显著
成效。站街镇在已有的
基层党建阵地基础上，
新打造黑叶沟村、寺沟
村、柏沟岭村党建阵地，
打造各村党建长廊，依
托基层党建阵地，不断增
强党组织凝聚力、号召
力、影响力。

站街镇以每季度“逐
村观摩、整镇推进”活动
为载体，全面启动支部书

记“亮赛比”活动，助推
“摘星夺旗创三宜”，大力
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
围。深入开展党员“亮身
份，践承诺”、“党的创新
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
向樊树锋同志学习、学习
“十四五”规划纲要等理
论学习活动，不断提升党
员干部政治意识，提升党
员队伍战斗力，为各项工
作顺利推进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

齐抓共管统筹兼顾 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走进“四星村”老城村，宽敞

洁净的乡村街道、青砖白墙、古
朴雅致的农家小院和农家小院
里的一张张笑脸，写满幸福生活
的喜悦。

“原来的臭水坑，变成了莲
花池，路灯亮了，道路宽了，环境
越来越美，俺村成了网红打卡
地！”老城村村民刘秀月对如
今的幸福生活很满意，“政策
越来越好，村里 75岁老人今年
领 200 元的摘星大礼包，电费
补贴 90度，去市区买房子每平
方享受 300 元补贴，每月享受
一吨水的村级补贴。政策好，
俺们的思想觉悟也高了，个个
踊跃当义工，为建设美丽乡村出
把力。”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春
风”，河洛大地上，一个又一个这
样的乡村经过努力蜕变，展露出
最美姿态，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正在向世人讲述一个又一个美
丽、真实、温暖、催人奋进的建设

美丽乡村动人故事：站街镇20个
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 10
万元以上。山神庙村、老城村分
别实施郑州市扶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试点项目，山神庙村与新
疆德裕信泰公司合作开发民俗
风情园项目，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超过 10万。老城村农副产品
生产加工项目，预期每年村集体
收益 12万元。除此之外，老城
村通过整合资源，打造优势景
点，以香寺沟、莲花湖、杨树林等
为代表的景点成效初显，逐渐成
为巩义市人民休闲观光的好去
处，绿色资源带来了持续稳定的
绿色收益，被评为乡村林果化示
范村。

2020年，站街镇“摘星夺旗
创三宜”亮出好成绩：全镇 20个
村，共计摘星 56个，平均摘星数
2.8颗，其中4星村1个，3星村14
个，2星村 5个；3星以上村占比
达到 75%，绘出一幅幅生机勃勃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提升公民文明素质 城乡共沐文明乡风
站街镇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倡导文
明新风，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
村经济和改善村容村貌为重
点，深入开展文明村创建活动，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和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提升公民
文明素质。

投资120余万元打造镇综合
文化站，全面打造镇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所和文化大院，为基层
精神文明活动开展提供设施保
障。开展春节、元宵、清明、端
午、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活动；
开展杜甫故里诗词大会线上朗
诵比赛、诗乡月明经典诵读等诗
歌文化活动；开展以弘扬“杜甫
文化”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和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开展“道德
模范”“感动巩义”“文明家庭”等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开展“乡村

光荣榜”先进人物选树活动，全
镇各村共选树村级“乡村光荣
榜”先进人物102名，镇级先进人
物“乡村光荣榜”先进人物17名，
上报并获得市级“乡村光荣
榜”——“好党员”先进人物1名；
开展“巩义市第九届暨站街镇第
十届孝老爱亲模范评选”活动，
上 报 并 获 得 市 级“ 孝 老 爱
亲”——“最美老人”先进人物 1
名；开展巩义市2020“感动巩义”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上报市级人
选 5名；开展“月评文明市民”先
进人物选树活动，上报市级“文
明市民”2名；开展“文明家庭”先
进典型选树活动，上报“文明家
庭”9户。

各项措施有力促进了广大
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汇集民心民意，为“人文宜
居现代产业新城”发展提供了精
神力量、道德滋养。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 惠民政策持续发力
2020年，站街镇实施扶

贫项目共计 9个。其中，扶
贫基础设施项目 5个，驻村
第一书记扶贫项目 4个，开
发公益性岗位 61个，签订带
贫协议 142户，对建档立卡
贫困生资助 108人次，截至
年底，站街镇享受政策建档
立卡贫困户 254户 534人，已
全部脱贫。

享受农村低保 269户 408

人，特困 98户 98人。发放临
时救助款76400元，共救助57
户69人。办理残疾人两项补
贴502人，低保精神残疾医疗
救助 57人，“三无”残疾人生
活救助 21人，办理残疾人通
讯补贴 159人，新办证换证
213人次，无障碍改造4人，发
放辅助器具42人。开展慈善
募捐活动 2 场，筹集善款
346672元。

营造平安和谐环境 切实筑牢发展底线
2020年，站街镇共开展

以“宪法”及“民法典”为主题
的送法活动，进校园 2场次，
进村 33场次，进机关 2场次，
进企业 2场次。组织干部职
工参加2020年度法律知识考
试 120人次，参考率 100%。
为确保“扫黑除恶”三年行动
计划完美收官，结合“平安和
谐星”工作，动员村“三委”干
部、村民组长、党员、群众代
表，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工
作的宣传和线索摸排中，确
保扫黑除恶工作延伸到每家
每户、每个角落，彻底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的土壤。站街镇
被授予“法治乡镇”称号，老
城村、柏茂村荣获郑州市“民
主法治示范村”。

加大平安建设宣传力度，
着力打造平安和谐站街。在
镇区主干道安装平安建设宣

传版面 32块，村组主干道制
作墙体喷绘标语 26条，悬挂
宣传条幅140余条，发放宣传
材料 8000余份，营造了良好
的平安建设宣传氛围，使平安
建设深入人心，同时也给不法
分子以有力震慑。

站街镇深化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共建成双重预防体
系企业132家，建成标杆企业
5家，开展线下线上安全宣传
活动 200 场，参与 8400 人
次。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
心，强力推进“三线一单”专
项治理，加大环保知识宣传，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切实守好信访底线，围绕群
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
利益，加强摸排走访、强化调
查研究、狠抓责任落实将矛
盾化解在基层，确保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城更美，村更兴。群众
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
增强，站街镇党委政府谱写
了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新
辉煌。

站街镇党委书记庞冠峰
表示，2021年是巩义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后加快迈向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美丽

新巩义的关键时期。站街镇
将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产业
基础、生态资源、历史文化“四
大优势”，对标现代化美丽新
巩义建设，以实施“三个一万
亩”战略为引领，强力推动产
业支撑，积极融入城市建设，
加快建设生态美、文化美、人
居美、产业美的现代产业新
城，奋力抒写站街新篇章。

积极融入城市建设 奋力抒写站街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