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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预计，郑州经开区2018年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完成734亿元
同比增长10%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415亿元，同比增长10%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54亿元，同比增长12%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49亿元，同比增长22%

财政总收入完成254亿元，同比增长17.7%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68亿元，同比增长15.6%

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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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4日，经开区2019
年工作会议结束后，九龙办事处立
即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学习会议精
神。会议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高
度统一到区会议精神上来，真正学
深悟透，深刻领会，准确把握精髓
要义，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的热潮。

2019年，办事处将坚持把重点
项目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紧紧
围绕项目建设和发展服务，不断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全面推进上汽
二期、宇通工程技术中心、宇通客
车厂、中铁等重点工程建设；不断
完善道路绿化亮化、生态水系、教
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努力做好
锦祥一期、二期，锦龙二期安置区
等民生工程的建设协调服务工作，
力争辖区项目建设实现大提速，为
全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坚
决遏制违法建设，做到违法建筑零

新增，现有违建销存量。
坚持以全面提升辖区品质为

目标，聚焦“大管理”，完善机制、明
晰任务、强化责任，举全办之力抓
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建立应急
联动体系和长效管理机制，重点
做好市容市貌、人居环境卫生等
工作，推动城市管理从粗放式管
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从重点整
治向规范常态管理转变，着力实现
城市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
常态化。

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为辖区居民营造
健康清新的生活环境。大力宣
传、营造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态
势。通过开展环保“六进”活动、
党员活动日环保宣传活动、“6·5
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强力推进
在建工地扬尘治理，严格落实“8
个 100%”，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

应对工作，全面加强禁烧工作，良
好天气数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促进辖区面貌焕然一新。

建立完善综治办、社会法庭、村
民调解、网格长和网格员“立体式”
矛盾排查调解化解系统，每周对辖
区各类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建立台
账，及时解决，避免矛盾激化，确保
了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巩固物防、
落实人防、推进技防”的方针，充分
整合社会资源，努力构建“物防、人
防、技防”三防合一的立体化防范网
络，调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参与
治安防范工作，有效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同时，积极开展预防扫黑除
恶等专项治理工作，切实提高了辖
区居民社会公众安全满意度。办事
处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落实加
快建设富强、魅力、幸福、文明九龙
的发展目标上来。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徐荣梅

瞄准新目标 实现新作为 共谱新篇章
经开区召开全区2019年工作会议

以“双十工程”为主线，推动经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月4日，经开区召开全区2019年工作会
议。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樊福太做重要讲话，区人大工委主任李国立
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义民宣读
了《2019年工作要点》，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孙兵传达了《关于印发经开区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宣读
《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名单》。

会议回顾总结全区2018年工作，安排部署2019
年工作，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提振精神、鼓足干劲，瞄准
新目标、实现新作为，共同谱写经开区跨越发展的新篇
章，向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征程阔步奋进。
记者 王赛华 柴琳琳 通讯员 刘英奎 文/图

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 2018年，
是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团结奋进、苦
干实干，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一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
区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开放创
新双驱动战略，以“双十工程”为工作
主线，突出项目建设、项目化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好的趋势、好的态
势、好的气势。

2018年是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的
一年，全区加快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步
伐，连续 4年被评为河南省六星级产
业集聚区。其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迅速壮大，全区整车产量达到55.3万
辆，同比增长22%，实现产值达到850

亿元，同比增长 15%；装备制造业逆
势上扬，完成产值380亿元；现代物流
业持续向好，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840
亿元，同比增长12%。2018年是项目
建设快速推进的一年。

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双十工程”这
一工作主线，全年共实施“双十工程”
项目392个，新开工项目167个，竣工
项目112个，完成投资185.4亿元。实
施超亿元产业项目 106个，完成投资
143亿元。纳入省市考核的43个重点
项目超额完成目标，省市下达的54项
重点项目联审联批任务全面完成。全
年新签约项目57个，引进境内域外资
金82.8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2018年是开放创新蓬勃发展的
一年。一方面，加快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大局，全力推动“陆上丝绸
之路”和“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打
造全省对外开放门户、外向型经济发
展的高地；另一方面，依托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
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提升支撑平台服
务能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全年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1240亿元。

2018年是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的
一年。民生事业稳步推进，安置房项
目新开工和回迁稳步进行，电力设施
工程扎实建设，教育文化工程强力推

进，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升，全区配
套功能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全区 PM2.5、PM10较去年分别下
降 5.88%、13.74%；生态建设全面加
强，区域违法建设取得较大成效，新
增、提升绿地面积103万平方米，全区
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2018年是党的建设全面提升的
一年。全区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
于党建工作的一系列决定决议和指
示精神，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突出政治功能，基层党
建工作全面加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把握
政治导向，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

会议强调，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调研经开区 5周年，也是全面开启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实现
经开区“百千万”目标的关键之年，做
好全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会议明确 2019年全区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经开区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质
量发展主题，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
统揽，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
作总格局，以“双十工程”为工作主
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完善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充
分发挥经开区产业支撑、开放引领、
创新带动作用，确保各项经济指标高
于郑州市增长速度，为“百千万”奋斗
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为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要求，做好 2019年的工作，
要在思想上统一三个方面的认识，突
出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把思想
统一到“稳中求进”总基调、“奋发有
为”总要求上来，鼓足发展干劲；二要
把思想统一到“项目带动、项目推进”
这一工作主线上来，以“双十工程”为
抓手，统领全年经济工作；三要把思想
统一到“大抓城市环境提升”这一重大

转变上来，以“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另外，要聚焦平台打造，巩固内
陆开放创新高地地位；聚焦转型升
级，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聚焦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品
位；聚焦绿色发展，抓好生态环境治
理和建设。

会议最后对抓党建、转作风、促
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指出经济工作是
党的中心工作，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不断强化抓好党建是
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
想，把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
建设成效体现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上。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做好
“两个拥护”，从领导班子做起，高标
准、严要求，发挥好表率作用。

要坚持不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领会精神要义，掌握科学方法，
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要对标
总书记提出的“兰考标准”，不断增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提升党员队伍思想觉
悟、工作作风和能力水平。要持续巩
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驰而
不息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和特权现象。积极化解风险矛盾，确
保社会大局平安、和谐、稳定。

2018砥砺奋进
突出项目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好的趋势

2019追梦前行
为“百千万”奋斗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立即行动 狠抓落实

本报讯 1月 7日，经开区教文
体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区 2019
年工作会议。区教文体局党委书
记、局长关希哲在传达学习时谈
到，2018年经开区社会经济发展取
得了骄人成绩，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开放创新
蓬勃发展，党的建设全面提升，乡

村面貌全面改善。2019年，经开区
将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质
量发展主题，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为统揽，以“双十工程”为工作主
线，加快推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关希哲要求，机关全体人员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党工

委、管委会的安排部署上来。要切
实提高责任意识，按照会议确定的
2019年各项目标任务，精心谋划，
主动作为。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
以高标准的工作举措取得高质量
的工作成效，为提升品质教育，打
造品牌经开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郑然

本报讯 近日，经开区房管局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组织传达
学习全区 2019年工作会议。会议
要求，要深刻领会会议精神，结合
工作实际，主动认领任务，找准位
置、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研究提出

具体的贯彻措施。此次传达学习，
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进一
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赶超意识，
进一步形成加快发展、再创新高的
强烈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同

区党工委、管委会保持高度一致，
以良好的精神风貌，立足本职，精
诚团结，形成合力，真抓实干，进位
赶超，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做出积极的应有的贡
献。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李超

本报讯 1月 7日，明湖办事处
召开会议，落实经开区2019年度工
作目标。办事处全体班子成员、中
层正职、社区工作队队长及各社区
书记参加会议。会上，明湖党工委

书记魏喜盈表示，全办上下要紧扣
2019年全区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以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抓手，大力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和社会综合治理
能力，全力推动辖区“双十工程”建

设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为居民
办实事、办好事，以扎扎实实的工
作成绩助力 2019年经开区实现新
发展、新跨越。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区教文体局 为提升品质教育、打造品牌经开做出应有贡献

区房管局 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加快发展、再创新高

明湖办事处 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九龙办事处 加快建设富强、魅力、幸福、文明九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