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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篇章

郑州经开区发力“双十工程”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郑州经开区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
署，深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力实施
“三区一群”战略的郑州，在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历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郑州经
开区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
局，以“双十工程”为主线，实施项目带动、
项目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
基本实现了工作任务与时序同步推进。

10月10日，郑州经开区举办2018年
“双十工程”第三季度点评会，并对全区重
点项目进行了观摩，实地察看了6个产业
项目和5个基础设施项目。航空港实验区
管委会副主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樊福太及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
成员，出口加工区、国际物流园区领导班子
成员，区直、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口
加工区、国际物流园区各内设部门主要负
责人，各办事处党政正职、班子成员，“双十
工程”服务部、指挥部服务专员等参加会
议。在点评会上，不仅分析点评了“双十工
程”推进情况，而且总结了前三季度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吹响决战第四季度的号
角，大干快上，全力冲刺，确保全年目标圆
满完成。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王倩倩 郭威 文/图

“双十工程”高效推进 如火如荼
郑州经开区是全省第一个六星级产业集聚

区，发展经济就是要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
务实重干，加压奋进，积极推动全区调结构、促转
型、求提升、转作风，不断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和中原更加出彩注入“经开力量”。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随着一批批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郑州经开区必将激发磅
礴新动能、开拓发展新境界。

1~8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49.7亿元，同比增长 13.2%，增速排名全市第 4；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7%，增速排名全市第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167亿元，同比增长
29.2%，增速排名全市第 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
成45.1亿元，同比增长19.1%，增速排名全市第5；
财政总收入完成 182.5亿元，同比增长 25.1%，全
区所有经济指标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如今，郑州经开区“双十工程”建设已经走过
三个季度。据介绍，前三季度，“双十工程”完成
投资 165.7亿元，对投资拉动作用明显，新开工项
目 161个，竣工投产（投用）项目 81个。其中，十
个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81.5亿元，新开工项目
16个，竣工投产项目 2个；十类重点工程完成投
资 84.2亿元，新开工项目 145个，竣工投用项目
79个。

据悉，针对“双十工程”，郑州经开区推进上
汽、宇通等10个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类项目
和城区道路、骨干路网等 10类重点工程项目，建
立了“1+1+1”领导分包服务机制、“周例会、月观
摩、季点评”项目推进机制和督查通报机制，形成
了全区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大抓项目的良好氛
围，项目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整体来看，以“双
十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项目锻炼了队伍、提振了士
气、赢得了民心、提升了形象。

当日上午，由区县处级以上领导和中层干部近百
人的现场观摩团，对经开区重点项目进行了观摩，实
地察看了从10个重大产业项目和10类重点工程中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6个产业项目和5个基础设施项目。

在“双十工程”的带动下，郑州经开区省、市重点
项目快速推进；上汽二期、瞪羚项目等 12个项目实现
开工；上汽一期、联东U谷等 4个项目实现竣工。省、
市下达的 53项联审联批任务全面完成。招商引资方
面，新签约项目34个，签约金额约510亿元，占全年任
务的 93%，其中电商项目 17个，工业项目 17个；新引
进“四力”型项目7个，占年度目标的87.5%；上报五职

项目5个，占年度目标的100%。
其中，十个重大产业项目中，上汽乘用车基地项

目推进迅速，新开工上汽二期项目、上汽动力总成项
目，零部件园区开工项目6个，竣工项目1个。宇通整
车项目有序推进，顺利解决了新能源电池集成项目阻
工问题，各项工程进度已全面赶超计划进度。十个重
大产业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逐步显现，为经开区今年
乃至今后几年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类重点工程中，安置房建设工程稳步推进，新
增主体结构面积57万平方米，新开工17个项目286万
平方米，交付使用 160万平方米 1.2万套安置房，回迁

群众3.3万人，网签安置房4148套，完成率94%。绿化
景观工程进展迅速，起步区道路绿化等绿化工程全面
完成，公园游园项目全部开工建设，秋冬季绿化工程
顺利起步。电力设施工程推进有力，新开工项目 11
个，竣工项目6个，基本实现了进度与计划同步。滨河
新城建设步伐加快，重新调整充实滨河新城指挥部组
织框架，及时修编调整滨河新城规划，加快道路建设、
绿化提升等工作进度，区域形象有所改观。通过十类
基础设施重点工程的快速推进，郑州经开区城市功能
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持续改
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

在“双十工程”如火如荼的建设下，郑州经开区亦
不忘推进主导产业、开放创新的发展。

在三大主导产业上，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高速增长，
前三季度，预计完成产值555亿元，同比增长21%，占全
区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生产整车30万辆，同比增长
50%。其中，上汽预计实现产值76.5亿元，上汽大数据
中心成功签约落地，发动机工厂正式开工建设。

装备制造业平稳增长，前三季度，预计完成产值
247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海尔预计实现产值
57.2亿元，同比增长14.1%；中铁工程装备预计实现产
值47亿元，同比增长1.9%。

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前三季度，预计完成营业
收入 598亿元，同比增长 8.3%。引进了京东、中海油
等5个总部经济项目，“10个百亿”精品园区建设快速

推进。
在对外开放上，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累计注册

企业5876家。率先复制推广国务院下发的40条改革
事项，O2O模式全国复制推广，上报“一区多功能”“一
店多模式”“多式联运”等创新案例8个，为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贡献了经开方案。

跨境电商发展继续保持全国领先，EWTO核心功
能集聚区启动建设，博览中心建成投用，成功举办第
二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据统
计，前三季度进出口包裹8710万包，同比增长55%，货
值约 70.2亿元，综合纳税约 6.08亿元。中欧班列（郑
州）运行良好，前三季度共开行512班，同比增长54%，
超过去年全年开行总班次，货值 24.6亿美元，货重
24.1万吨，顺利开通了中亚线路（郑州—塔什干），郑

州至绥芬河、郑州至越南河内线路顺利打通，多线路
常态化运营再上新台阶。

口岸建设快速推进，汽车口岸常态化运营，今年
已进口汽车255辆，国家汽车平行进口试点顺利获批，
粮食口岸正式启用，9月26日首班进口粮食货运专列
顺利开行。

在创新创业上，郑州经开区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为依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充分激发创新动力。其
中，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获得第一届河南省专
利奖特等奖，王复明院士创办的郑州安源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工程医院已在全国开
设18家。获批科技进步奖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中铁装备）、省级4项。

在郑州市十五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市领导指出，四季度要
全面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高质
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高质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高质量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持
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高质量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保障和
改善民生。

跟随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步
伐，在 2018年“双十工程”第三季
度点评会上，郑州经开区也对打
赢打好第四季度攻坚战进行了布
局，樊福太要求重点做好八个方
面的工作。

全力推进“双十工程”建设。
要继续紧抓“双十工程”这个中心
工作不动摇，要始终把项目建设
作为头等大事，把项目建设作为
经济发展的主抓手，落实好各项
制度，科学安排抢抓进度，确保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

高质量推进产业发展。要
深入贯彻“三个转变”重要指示，
加快推动三大主导产业转型升
级，形成集群优势，实现高质量
发展。

高质量构建开放创新格局。
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把巩固提升开放优势作为
战略突破口，加快构筑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支撑，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更多动力活力。

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把握
“以建为主、提升品质、扩大成效”
的阶段性任务，按照产城融合、宜
业宜居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以
改革开放 40周年为契机，积极主
动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促进重点难
点任务取得新突破。

高质量推进生态建设。以更
大力度、更实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切实让群众不断感受到生态
环境的改善。

统筹协调社会事业发展。着
力解决结构性民生问题、实施普
惠性民生工程、办好紧迫性民生
实事，努力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新
进展。

科学谋划明年工作。要紧盯
形势变化，坚持系统化思维，注重
把握发展规律，找准经济增长点，
排好重大项目，做好资金、土地等
要素计划安排，为明年经济社会
发展布好局。

樊福太表示：“要牢牢把党建
抓在手上，突出党建引领，通过党
建提质推动事业发展；要突出实干
担当，不断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和作
风建设，切实增强广大干部的政治
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要坚持
纪挺法前，强化党风廉洁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机制建设。”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郑州经开区将乘着新时代的
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
全心全意尽职尽责推动“双十工
程”再上新台阶，在实现中原更
加出彩的征程中，奋力谱写郑州
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
篇章。

布局第四季度 奋力再创佳绩

“双十工程”齐头并进 成效显著

提质主导产业 推进开放创新

京东亚洲一号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中

经开五中、世和小学项目全力做好黄土覆盖，防止造成空气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