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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百
栉风沐雨打造文明新城市

通辽市科尔沁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坐落在西辽河、教
来河冲积平原中部——科尔沁草原腹地。处于华北、东北两大
经济区的交汇地带，扼华北、东北之咽喉，联京津冀、黑吉辽之枢
纽。素有“七省通衢”之美誉。1918年由辽源县析置通辽县，取
通达辽东之意命名。1951年设通辽市。1999年1月13日，国务
院批准(国函[1999]5号)撤销哲里木盟和县级通辽市，设立地级
通辽市，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科尔沁区。通辽市设立科尔沁
区，以原县级通辽市的行政区域为科尔沁区的行政区域。

今年是通辽建制 100 周年。回首 100 年历程，改革开放
40 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科尔沁区迎来了各项
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新时代。工业从无到有到大到强，农牧
业从弱到大到多到精，服务业从自发到有序到规模化到精细
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各项事
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科尔沁区是通辽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也是科尔沁草原唯一承袭了“科尔沁”之名的美丽城市，总人
口 75.5 万人，面积 3169.42 平方公里， 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农畜产品基地、供港活牛基地、清真熟食制品基地、氨
基酸生产基地、蓝宝石制造基地，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商品
粮生产大县”和“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作为通辽市主城区，参
与组织创建了“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今天的科尔沁区农业基础日益稳固，工业经济提档升
级，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民生质量稳步
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类园区设施功能不断完善，产业
吸纳和承载能力显著增强，不仅是生态宜居家园，更是一片
充满商机、充满活力的投资沃土、兴业宝地。

2017 年，科尔沁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9.87 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5.55 亿元，可用财力逐年增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444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8 亿元；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2093 元和 16642 元，经济、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
张启民

摄

2018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二
版式策划：李晓菲
制图：李晓菲 5出彩

“一条街，俩岗楼，一个公园两个猴，一辆汽车
跑两头”，“一年就刮两次风，一次就能刮半年”，民
间流传的这些”顺口溜“描绘的正是通辽当年的样
子。

如今，那些沧桑的历史容颜早已定格在往日的
剪影中。科尔沁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途中，不
仅创造出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也谱写出了城市
建设的华美乐章！

2016 年，通辽市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成功挂
牌国家卫生城市，2017 年成为自治区唯一新晋的
全国文明城市，还相继获得“全国园林城市”“全国
优秀旅游城”“国家森林城市”等诸多的光荣称号。
作为主城区、主战场、主力军，科尔沁区为曾经付出
的艰辛努力而倍感自豪。

如今，驱车行驶在科尔沁区，宽敞净洁的马路
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夜晚的街头，华灯璀璨的大街
显得分外妖娆。仿佛一夜之间，通辽市变得更加漂
亮了，道路宽了，面貌新了。穿过大街、走过小巷，
探访百姓、倾听民声，笑颜一片、赞不绝口。

“路，越来越好，楼，越来越多，城市繁华了，我
们的队伍也壮大了，要求也高了。”环卫工人张英杰
对城市的变化深有感触，她说：“环境好了，我们干
着也舒心多了，以前一个班下来，脸上身上全是土，
现在可不一样了！没那么多尘土了，路都硬化了，
花花草草也多了，自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眼下，科尔沁人正豪情滿怀，全面巩固创城成
果，坚持建管并重，在创新城市治理上狠下功夫，加
快建立“智慧化、精细化、法治化、协同化”四位一体
城市管理机制，推动善建设向善治理、善管理向善服
务转变。使文明创建过程成为民生持续改善的过

程，不断提高百姓幸福指数，努力把文明创建工作推
向新阶段、新高度，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城、决胜全面
小康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科尔沁”意为带弓箭的侍卫，《蒙古秘史》译为
“弓箭手”。“科尔沁”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成为蒙
古部落的名称和蒙古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之一。科
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福巨嘎查是内蒙古通辽地区迄
今为止发现的第一处辽代古城遗址，为科尔沁区增
添了“龙兴之地、契丹故壤”两个重量级的历史文化
符号。在烽火滚滚的革命年代，科尔沁区涌现出了
徐永清、吕明仁、施介等革命烈士，他们无私无畏、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和高尚的情怀在科
尔沁草原广为流传，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永清、明
仁、施介街道办事处。科尔沁区文化艺术产业发展
繁荣，是“全国少儿版画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转保护传
承基地。

近年来，科尔沁区紧紧围绕通辽市实施文化旅
游品牌战略，充分利用建设 500 公里文化旅游风景
大道的有利契机，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创建了“科
尔沁那达慕”“金秋采摘节”等品牌节庆活动。“那
达慕”是草原儿女的传统节日，是具有鲜明民族特
色的文化体育盛事。科尔沁那达慕紧密联手中国
国际马术节、8·18 哲里木赛马节，正在成为集文
化、体育、旅游、经贸等多领域为一体的综合性活
动，成为提升科尔沁区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响亮
名片。那达慕活动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展现了
科尔沁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崭新
姿态。

据史料记载，科尔沁区自古就贸易繁荣，商道四
通八达，是连接东北、华北地区的交通要冲，在内蒙
古东部地区的贸易和对外交往中处于重要地位，是

“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商贸物流的重要地区，
是连接东三省和京津冀的重要结节城市和地区。

商 贸 一 直 是 科 尔 沁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基 础 性 产
业。计划经济时代，科尔沁区内的商贸业主要以 6
个百货商店，一、二、三级批发站为主，农区主要以
供销合作社为主。周末到一百货、二百货逛一逛是
几代通辽人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

如今，科尔沁区是国家二级物流园区城市、区域
商贸物流中心城市。万达广场、铁南商贸集聚区成
为全市娱乐、休闲、消费新地标，金叶广场、百货大楼
等城中商贸集聚区全面改造升级，丰盛农产品物流
园建成运营，年营业额超亿元的大型商贸综合体、专
业市场达到 10 家。蒙东煤炭物流园区一期年吞吐
量可达 1,300万吨；大连港综合保税物流园区“通满
欧”国际货运班列成功开通，填补了自治区中欧货运
班列的空白。全区物流企业达到 280 家，累计实现
货运吞吐量 3.6 亿吨。电子商务“三园一中心”运行
平稳，全区电商企业达到 274 家，网上年交易额达到
23亿元。科尔沁电子商务产业园被评为自治区级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吸引“中国网
库”和“中关村电商软件园”等国内知名电商强势入
驻，推动具有科尔沁特色产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

百年峥嵘不忘初心

风华正茂筑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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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区土地肥沃，位于“世界玉米黄金带”之上，
“老玉米”一直是这里的主打产业。历经百年发展，尤
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在上世纪 80年
代，随着中国农村发展速度的加快，科尔沁区的农业也
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尔沁区大力扶持农业发展，积
极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先后通过废除农业税，增加农业
补贴和推进土地流转承包等等造福三农的措施，推动
了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并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和
新农村建设发展的进程。

作为内蒙古的粮食主产区，科尔沁区农业发展紧紧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发展目标立足资
源优势，调优政策、筑巢引凤、培建龙头、发展项目、建设基
地、创建协会，鼓足了农牧民的钱袋子，在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
镇化互为依托，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大发展，农业生产标
准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千万农民从中受益。以“梅花生
物”为代表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以“金锣食品”为代表的畜
产品加工企业等产业化龙头企业日益壮大、蓬勃发展。

目前，科尔沁区牲畜存栏总数达到187万头只，百
头以上育肥牛养殖场达到73个，养牛专业村20个；出
栏千头以上规模化生猪养殖场80个，规模化养殖率达
到 85%以上，连续 11年获得国家生猪调出大县称号。
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 41 家，农企紧密联结比例达到
61%，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达到 1746家，是 2012年的 5
倍。农机总动力达到 105万千瓦，农机化综合水平达
到 94.1%。累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63.3万人次，实
现务工收入64.2亿元，较上一个5年翻了一番。

党旗飘扬,风帆正劲。科尔沁区党建工作始终
坚持区域联合、机制连接、凝聚各方，形成以街道社
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全体党
员发挥作用的区域化党建格局。

近年来，科尔沁区累计建立党员志愿服务队 87
个，6300 多名社区党员担任志愿者，围绕“双城同
创”、城市改造等重点工作，开展家园行动、岗位行
动、为民行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7100 多名在职
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五个一”活动，提供各类服务
4900 多次，解决实际问题 2100 多个，230 名党代表
驻点联系社区，分析研判，处置反馈区域发展中的
共性难点问题 70 多个。

科尔沁区党的建设工作积极适应主城区功能
定位，紧跟城市发展步伐，按照通辽市委的部署要
求，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摆上更为突出的位置，坚持
区域联动、有机融合、共建共享、精准服务，有效推进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
是科尔沁区党建工作的重点。为此，科尔沁区坚持
强化责任意识，建强带头人队伍，激发基层组织活
力，大力加强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夯实城市基层党
建基础。累计组织 261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联系社
区，开展“六联行动”，累计入户走访 19200 多次，帮
扶困难群众 470 多人，共同开展活动 2300 多次，协
调项目90多个，解决困难问题870多个。

科尔沁区聚焦主责主业抓党建，强化街道党工
委“加强党的建设”这一首要职能。制定抓党建责
任清单，确定了 12 个方面、32 项党建责任，照单履
职。实行党建工作定期汇报制度，区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每季度开展 1 次现场观摩，区委组织部部务会
每个月听取 1 次汇报，研究解决问题，指导工作，树
立“抓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鲜明导向。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一面面党
旗，从乡村绵延到城镇，从过去引领至未来，勾勒出
一幅“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生
动画卷，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证，激励着科尔沁区经济社会发展奏出催人奋进、
慷慨激昂的华彩乐章。

100 年，是里程碑 !
100 年，是新起点！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站在新起
点，科尔沁区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自治区党委的任务要
求，把握通辽市委对科尔沁区主城区、主战场、主力
军的定位，做到站在高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

百年通辽城 奋斗科尔沁

年百
老城续写
商贸物流新画面

年百
科尔沁
踏出党建新征程

农村公办幼儿园一角。 张力军 摄

粮食收储。 张启民 摄

通辽火车站东北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之一。 张力军 摄

那达慕活动周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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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云

年百
创新发展开辟工业新天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再是科尔
沁仅有的画面。这里不仅有草原风光，也有可与发
达地区媲美的工业经济。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时候，科尔沁区
的工业却延续着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缓慢，直到2005年，
科尔沁区才有自己的工业园区，金锣集团、万顺达集团、
梅花公司相继入驻园区，本土企业雪航啤酒、蒙古王酒
业等成功转制，致使工业经济走上崛起之路。

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现在科尔沁工业园区入驻

企业 93 户，实现工业总产值 131 亿元，工业增加值
40.6 亿元，销售收入 113 亿元，实现利润 8.93 亿元，
上缴税金 6.6 亿元。

2017 年，科尔沁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115
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至 6 户，上市企业 10
户。已拥有玉米生物、绿色农畜产品加工、铝新材
料、新型装备制造等四大产业集群；打造了自治区级
工业园区、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农牧业高新科技示范
园区等三大优势平台。

—
—

写在通辽建制

100

周年之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科尔沁区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