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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
（二○一八年八月三日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七次全体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召开。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马懿代表市委常委会作讲话。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就当前经济工
作进行总结部署。
全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十届六次
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部署，站位郑州发展
新阶段，围绕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统一思
想、提升认识，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
想、攻坚克难，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全力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实现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应有贡献。
全会指出，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
工作会议，是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
之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调
研指导河南 4 周年的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会议对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新篇章进行了全面动员，对当前面
临的形势和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研究部
署，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
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
精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服务中原
更加出彩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这一总目标求发展，以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显著成效，为中原更加出
彩作出更大贡献；要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这一工作总格局求发展，持续用力、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
久久为功，不断丰富内涵、扩大成效；要坚
精神，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
持科学的方法求发展，
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
会议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
导向和“创优势、增实力、补短板、能抓住”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工作方针，突出项目带动、项目化推进，以
突出奋发有为总要求，坚持推动发展是第
重点问题的解决带动全局工作提升，一步
一要务、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紧紧围绕
步把目标变为现实；
要凝聚合力求发展，
坚 “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突出
持“党委加强领导，
政府充分履职，
人大、
政
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和“十二字”
工作方针，
协共同参与的责任明晰、
工作有序、
运转高
在盯紧抓牢、持续推进“十大任务、九大工
效”工作机制，汇聚起团结奋进、攻坚克难
程、六大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以破解制
的强大合力。
约郑州发展的突出矛盾为突破口，强优势、
全会指出，
近年来，
全市上下深入贯彻
补短板、
促提升，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落实中央精神、省委部署，紧扣郑州实际， 济发展高质量，
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为
立足阶段特征，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突出
实现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
奋发有为总要求，坚持不懈创优势、增实
全会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
力、补短板，
推动郑州各项工作更加有序有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要以加快先进制造业
力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
党的建设
发展为根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以先进
全面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发展上来，坚持
明显增强，郑州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影响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双轮驱动，
和美誉度持续攀升。但在看到成绩的同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
时，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责任的重大、
转型
代产业体系；
要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带动，
的迫切、竞争的压力，
更加主动地肩负起责
转变理念提升标准，
改革城市管理体制，
抓
任担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先进制造业
好专项治理，
营造安全、
整洁、
有序、
文明的
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更
城市环境；
要以“放管服”
改革为抓手，
全面
加准确地把握郑州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 对标先进地区，优化服务、提升效率，加快
更加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加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以新型智慧城市建
压奋进、攻坚克难，
重点突破、
带动全局，
不
设为突破，
高起点做好顶层设计，
切实提升
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提升，推进国家
基础能力，
扩大技术应用，
不断提升社会服
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在中原更加出
务治理能力；
要以“三区”
建设为引领，
进一
彩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步强基础、
补弱项、
增优势、
提能级，
提升开
全会强调，
当前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高
放创新水平；要坚决打好打赢“三大攻坚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战”，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做好我
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市脱贫攻坚和结对帮扶工作，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统筹抓好污染治理和生态建
设，补好高质量发展短板；要回应群众关
切，
办好涉及民生福祉的实事要事，
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全会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
党的建设高质量。要突出政治建设这一根
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做到“两个
维护”
，
确保有令即行、
有禁即止；
要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让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树得更牢、
“四
个自信”
更加坚定，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
不断夯实思想基础；
要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
厚植党内政治文化，
维护好发展好
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要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强干部队
伍、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建强基层组
织、
提升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要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党内监督，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
高压反腐，
以案促改，
标本兼治，
努力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要扎
实推进巡视整改，
切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以巡视整改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经
济发展高质量，
促进各项工作上台阶。
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的殷切嘱
托，
牢记在中原更加出彩中的使命担当，
振
奋精神、
奋发有为、
扎实工作，
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加快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
给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抓住先进制造业发展这个
“牛鼻子”
□郑旗

迈进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重构创新版图、重塑经济结
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以高质量发展为
导向的区域竞争已经悄然展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近年来，省会郑州紧跟时代步伐，自
觉把握规律，顺应高质量发展趋势，坚持
不懈创优势、
增实力、
补短板，
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今年上半年公共预算收入、
人均
可支配收入、
企业利润等效益指标均高于
GDP 增速，发展的质量效益持续改善。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郑州发展质
量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阶段性
的，发展不足、发展不优的问题依然并
存，集中表现在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的
实体经济不优不强，这是我们产业层次
较低、创新资源不足、环境约束严重、开
放程度不高的关键症结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体经济是国
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

造业”。
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
贡献，就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先进制
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
石，牢牢抓住先进制造业这个培育现代
产业体系的“牛鼻子”，大力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先进制造业既包括新兴技术成果产
业化后形成的新产业，也包括吸纳先进
制造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提升后的传统
制造业。它是优质资源集聚的平台，是
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和新技术的主要应用
对象，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从根
本上决定着城市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
和发展前景，是影响城市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可以说
“一业兴，
百业兴”。
受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近几
年来产业发展“脱实向虚”倾向明显，导
致我市先进制造业优质项目偏少、投资
增长乏力，已经成为我市经济发展最大
的隐忧。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
企业家成长营造环境、创造条件、提供支
自强。
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实干、敬业专注、
抓 住 先 进 制 造 业 发 展 这 个“ 牛 鼻
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
子”
,要强力推进招商引资，提高招商引
经济发展，实业为基。郑州只要与
资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先进制造
新时代的脉搏一同律动，按照产业发展
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项目考核中的权重， 的规律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才能在
调动各方面把更多精力、更好资源投入
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展现新担当实现新
到先进制造业招引上来；要着力提升先
作为。
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水平，持续扩大规模，
当前，中央支持以先进制造业为基
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统筹推进
础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更加鲜
先进制造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明，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
加快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转化应用，催生
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合理充裕，为
一批服务型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要
实体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
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紧盯引领产业
更好的政策环境。
发展方向的领域，紧盯关键人员、核心团
我们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抢抓政
队、领军企业，着力解决好关键问题，构
策机遇，牢牢抓住先进制造业发展这个
建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催 “牛鼻子”，着力解决好当前影响先进制
生一批“瞪羚”企业，尽快实现“独角兽” 造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引导各种
企业零的突破；要统筹推进现代服务业
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夯实现代化经济体
发展，持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
系和城市发展的基础支撑，推动高质量
端化发展，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精
发展实现新提升，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
细化发展，珍惜企业家、关爱企业家，为
设实现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