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年改革开放的浩
荡浪潮，让华夏神州在

“历史的一瞬”中翻天覆
地、沧海桑田，梦想不
断变为现实，现实不断
接续理想。梁园作为商
丘市的主城区，凭借改
革开放的东风，开拓进
取，砥砺奋进，今天的
梁园，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区域优势凸显、产
业发展迅速、城镇建设
加快、生态环境宜居，
已成为商丘市的经济、
文化和交通中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经济发展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站在新时
代新的历史起点上，梁
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深入践行新发
展理念，以更大力度、
更 实 举 措 推 动 质 量 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让高质量发展在梁
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实现发展高质量，
必须坚持观念先行，破
除藩篱。改革已进入深
水区，但只要我们善于
解放思想，勇于攻坚克
难 ， 就 没 有 啃 不 下 的

“硬骨头”。梁园区作为
老城区，必须破除藩篱
禁锢，消除“老思维”，
打破“旧路径”，聚焦

“新目标”，勇于“破而
后立”，坚决摒弃追求低
端产业堆积增量、维系
传统模式死扛硬撑、推
进创新驱动胆气不足等

“追随发展”的路径依
赖，跳出“舒适区”，敢
于 争 一 流 、 敢 于 创 最
优，真正跳出梁园看梁
园，放眼全国看梁园。
围绕打造综合交通枢纽
先行区，聚焦省委加快
质量、效益、动力“三
大变革”指示精神和市
委“枢纽大建设”的要

求，深入挖潜，发掘梁园核心优势，争当商丘枢纽经济发
展的龙头和“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支撑。

实现发展高质量，必须坚持发挥优势，找准路径。规
划先行，谋定而后动，只有站在高处，才能看的长远。结
合梁园实际，我们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打造枢纽经
济为目标，聚焦高铁商务区、商丘高新区“两端发力”，
打好风险化解、脱贫攻坚、环境治理“三大攻坚”，着力
推动项目建设、百城提质、深化改革、开放招商、乡村振
兴、扫黑除恶“六大重点”，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激
发新动能，一步一个脚印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梁园力量。

实现发展高质量，必须坚持破解难题，激活创新。推
进高质量发展，必须瞄准工作中的痛点、堵点、难点，深
挖根源，精准施策，切实补上发展不充分的“老课”，答
好工作不平衡的“新题”。针对升级产业层次，我们牢牢
抓住招商引资“生命线”和项目建设“牛鼻子”，充分放
大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枢纽经济，以枢纽聚产业，以产业
强枢纽，努力打造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建设先行区。持续发
力擦亮“商丘高新区”金字招牌，巩固壮大医药健康、高
端食品加工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竞争
力，创建国家级高新区。针对提升发展动力，激活创新这
个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智慧园区、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积极主动融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国家战
略，打造科技创新高地。针对优化生态环境，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
护的政治责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针对提升群众幸福感，坚持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

“双轮驱动”，加快棚户区改造和安置区建设，抓好“两
城”创建，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关键小事”，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实现发展高质量，必须坚持作风引领，担当作为。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将拿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的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释放改革活力。坚持“规
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同步发力，全面深化“放管服”
各项改革，推进“最多跑一次”，推行“一把手”服务承
诺制，营造宽松优惠的政务环境、廉洁高效的服务环境、
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认真落实马上办抓落实“9＋1”工
作推进机制，在全区开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建立
重点工作重大项目推进机制，着力提升领导干部创新、操
作、担当、执行“四种能力”，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小落
实。坚持“工作清单”制度，完善组织、落实、督查“三
大体系”，健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
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有为者
有位，让无为者让位，大力营造“敢想敢干、奋发有为”
的浓厚氛围，以优异的成绩交出新时代梁园高质量发展的
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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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园来说，改革之路可谓是一路
风雨，一路搏杀，在荆棘丛中趟出的一
条路。

梁园区，诞生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
的1997年，20多年风霜雪雨，20多年沧
海桑田，踏着时代的节拍，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脱胎换骨的

“嬗变”，20多年的负重拼搏，20多年的
克难攻坚，在这片升腾的热土上，梁园
干群凝心聚力，风雨同舟，谱写了一篇
让梁园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的壮美诗篇。

显著的数字

是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的有力见证

谈变化，数字是最有力的见证。
2005年，梁园区全区生产总值 50亿

元，2017 年达到 250 亿元，12 年翻了 6
倍。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 20亿元，2017
年达到 180 亿元，12 年翻了 9 倍。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亿元，2017
年达到 250亿元，7年翻了 5倍。2005年
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00元，2017
年达到30000元，12年翻了6倍。2005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0元，2017
年达到12000元，12年翻了6倍。2017年
全区 GDP 完成 172.4 亿元，公共财政收
入 8.41亿元，实际完成税收 12亿元，全
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均在10%以上。

数字的变化体现出梁园区这些年来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咬定发展不放松
的韧劲和拼劲。在全区经济总量增长的
同时，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多年来，梁
园区历届领导集体凝心聚智，克难攻
坚，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对辖区内
高消耗、低产能、污染大、发展慢的老
旧企业、工厂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升
级，实现了高新企业集群落地、主导产
业龙头带动的发展格局。目前，在梁园
产业集聚区内，高技术、高利税的医药
健康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引领了工
业发展的潮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研发机构2家、博士工作站1个、院
士工作站1个，国家专利248项。

商贸物流业由传统业态向现代业态
迈进。沃尔玛、大商新玛特、丹尼斯、
大润发等国内外知名商业品牌落地梁
园，其中签约落地的红星美凯龙爱琴海
购物公园项目，是国际最领先的主题
式、体验式、智慧化商业业态，在转变
传统商业运营模式上实现了突破。在特
色商业区，他们加快高铁商城、中州世
贸商城等大项目建设，打造了商丘市民

“15分钟”高铁消费圈。
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全区已拥有

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24家、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基地20个、无公害农产品20个，辣
椒、草莓、莲藕、山药四大特色产业是
梁园区几年来坚持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丰收成果。

显著的变化

是梁园站在了重要的大枢纽中心

速度成就未来，高铁成就梦想。
从 100 年前的朱集火车站到今天的

“三站合一”，标志着大商丘迈进了“高
铁时代”，今日的梁园已成为商丘最繁华
的中心城区。

三年打赢了一场硬仗，那就是高铁
征迁战；三年铸造了一种精神，那就是
高铁精神；三年成就了一个梦想，那就
是商丘人民期盼已久的“高铁梦”。还是
在这里，商合杭高铁正在建设，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85%；京九高铁建设已经启
动；京雄商高铁前期设计规划已完成，
有望今年年底启动建设；观堂乡民航商
丘机场即将建设；沱浍河航运开工建
设；铁路物流基地正在做规划设计。梁
园干部群众坚定一个信念，通过交通枢
纽先行区的建设，能把很多的“不可
能”变成了“可能”，把别人对梁园的担
心变成了放心，把大家心中的“问号”
变成了“感叹号”。通过交通枢纽先行区
的建设，他们向全市人民展示了梁园干
部能打胜仗、善打硬仗，敢于负责、勇
于担当的作风和能力。这两年的发展速
度证明，交通枢纽先行区的建设是推动
梁园腾飞新的爆发点。

显著的亮点

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招商战果

2016 年 6 月，梁园区产业集聚区被
省政府批准为商丘高新区，一块牌子的
变化，见证了梁园区只争朝夕加快发展
的拼搏历程。

2017年，高新区累计落地 “四上”
企业192家，其中工业项目128家，上市
企业 13家。培育了两大“百亿级”产业
集群，关联企业总数达 80 家。包括安
踏、舒华等知名体育企业，国药、广
药、上药、华润四大医药集团，五得利
面粉等食品加工龙头企业。两年里，他
们同邓亚萍基金会成功牵手，同北京亦
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心建立了战略联盟，与红星美凯龙、龙
之旅、大唐财富等一批国内龙头企业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招商引资形成了引
进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良好格
局。在变中求新、在变中求进、在变中
突破，向改革要动力，释放新活力，有

效推动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显著的成就

是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梁园区按照“一廊两带三
片区、五园六水润梁园”发展思路，融
合实施百城提质工程和“两城”创建，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了梁园区宜居
宜业水平。新建、升级、打通道路 58
条，建设 14个绿地。大棚改坚持先建后
拆，以安置区的加快建设推进拆迁步
伐，安置区总占地 6平方公里，可容纳
15万人，现已建成安置房1.2万套，已交
付 7052套。新开工建设安置房 1.86万套
300万平方米。持续推进数字化、网格化
城市管理，环境卫生、市容秩序得到综
合整治，城市美了。以“两城”创建为
契机，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紧盯创建
目标，对照创建标准，按照创建任务，
强力推进工作落实。在高铁广场设立

“商丘好人”馆，号召广大市民争做“商
丘好人”。建成健康步道 3条，健康主题
公园3个，健康食堂6个，全区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达到 100%。以“环境
治理”为抓手，建设绿色美丽梁园。围
绕市委、市政府“一廊提升”战略部
署，推进黄河故道综合开发，建好了商
丘城市“后花园”。持续加大大气、水、
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打赢了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天蓝、地净、水美的
绿色画卷已在梁园铺开。

显著的收获

是社会和谐民生改善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确保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是梁园区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的最终目标。

他们每年做到按时间节点完成省
“十大民生工程”和市、区“十件实
事”，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都
在 80%以上，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
高。这两年，他们把精准脱贫作为第一
民生工程，探索实施了农作物种植加
工、光伏发电等产业扶贫模式，按照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思路，发展
草莓、蔬菜、小杂果、莲藕等基地。新
建 22个扶贫车间，投入 598万元，在每
个贫困村建设光伏发电站。大力推进

“九大工程”和“六改”工程建设，农
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提升。建成 14所
养老服务机构，真正实现了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先后荣获“全国
养老示范区”“全国残疾人之家”等称
号。

信访稳定促进了和谐局面，平安建
设保障了和谐局面。各类违法犯罪明显
减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群众安全感位列全省第51位。

显著的保障

是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多年来，

梁园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
梁园实际，开展“梁园干部大讲堂”“加
快发展大讨论”“作风纪律整治”三大活
动，有力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梁园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借助村（社区）“两委”换届，从
严从实整顿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有
效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
过“四抓四促”，推进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全区369家非公企
业建立党组织 286家；216个社会组织建
立党组织 204个，并打造了 40个非公党
建阵地。探索建立党建新阵地“红色驿
站”11处，延伸了党建触角，打通了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创新推动智慧党
建。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在郑州、上海
等地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确保了 1027
名流出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
失”。在构建智慧党建 5 个平台的基础
上，创新打造 365便民服务客户端、“梁
园党建”微信公众平台、“网上工委”等
智慧党建平台，得到省、市领导的充分
肯定。

探索推进城市街道“大工委”、社区
“大党委”制，推行“四纵四横”网格化
管理模式，打造了清江社区、青云社区
等亮点；各社区党组织与 30多家驻区单
位、驻区行业签订 20多项共建协议，开
展 50多项共驻共建活动，实现了社区、
单位、行业党建互联互动。同时，切实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反腐败斗争的
不断深入，严格落实“两个责任”，严格
执纪监督，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
求，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改革改出一片新天地，拼搏拼出一
个新梁园。今日的梁园，是全国科普示
范区，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是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全国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抢抓高铁机遇，擦亮了

“交通枢纽先行区”“高铁商贸区”“商丘
高新区”“大黄河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走
廊”四大品牌，用实际行动向全区人民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大道如虹 梁园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梁园站在了重梁园站在了重要的大枢纽中心要的大枢纽中心（（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997年—2017年梁园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1997年—2017年梁园区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 1997年—2017年梁园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