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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城市 GDP 百强榜出炉

郑州居全国第 16

鼓励科技创新郑州出大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
敏）据21数据新闻实验室汇总整理
各 地 上 半 年 经 济 数 据 ，得 出 的
“2019 年上半年城市 GDP 百强
榜”显示，
郑州上半年以5106.9亿
元的 GDP 总量，在百强榜中居全
国城市第16位。

上半年 GDP 增速
中西部城市遥遥领先
从 GDP 总量来看，百强中排名前 20
的城市变化不大。统计发现，
TOP20城市
经济总量达 16.16 万亿，
全国贡献比高达
35.84%，较去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
2018 年全年，万亿 GDP 俱乐部成员已达
16个，
2019年上半年城市GDP百强榜中，
这16个城市依然稳居百强榜前16位。
从上半年 GDP 增速来看，中西部城
市遥遥领先。统计显示，
已披露经济增速
的 280 个城市中，超过 2/3 的城市上半年
GDP 实际增速跑赢全国（6.3%），主要集
中在云南、
贵州、
广西、
安徽等地。虽然沿
海城市经济增速趋缓，
但经济实力不容撼
动，
GDP 百强城市仍以东部地区为主，
主
要分布在山东（15 个）、
江苏（13 个）、
广东
（11 个）、
浙江（8 个）等几个省份。分析指
出，
受益于工业形势较好，
中部地区发展
势头迅猛，
中部六省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多
位居全国前列，
GDP增速亦均在7%以上。

科技创新龙头企业
可获 600 万元补助

■上半年郑州GDP完成 5106.9亿元
■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

GDP

■增速高于全省
0.2 个百分点

制图 杨卫萍

上半年郑州 GDP 增 7.9%

此次郑州在百强榜中第 16 位的排名，
可谓实至名归。2018 年，郑州市经济发展
实现“三大突破”，GDP 首破万亿、人口突
破千万、人均 GDP 突破 10 万元，进入特大
城市行列，位列“万亿俱乐部”第 16 位。今
年上半年，郑州经济发展呈现量与质齐头
并进的态势，GDP 完成 5106.9 亿元，同比
增长 7.9%，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1.6、0.2 个
百分点。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成效明

显，动能转换步伐加快，财政收入结构优
化。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
到 76.9%，比上年同期提高 3.9 个百分点。
企业效益明显好转，1~5 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5.7%，
比上年
同期回升 18.1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上半年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
1.6∶46.3∶52.1 调整为 1.3∶43.8∶54.9，第三
产业占 GDP 比重提高 2.8 个百分点。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你
做创新，我来补助。鼓励科技创新，郑州
再 出“大 招 儿 ”，并 且 是 真 金 白 银 的 补
助。8 月 13 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市
科技局、财政局共同印发了《郑州市科技
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实施细则》，我市
将设立郑州市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
助专项资金，对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进
行后补助。
企业研发费用是指企业在产品、技
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
发生的各项费用。
根据《细则》，可以拿到这项补助的
对象主要有四类。
专项资金重点补助符合条件的“科
技雏鹰企业”、
“科技小巨人企业”、
“科技
瞪羚企业”
和“科技创新龙头企业”。
根据《细则》，对“科技雏鹰企业”上
年度研发费用按照 30%进行补助，补助
额 1 万元起，
最多不超过 50 万元。
对“科技小巨人企业”上年度研发费
用按照 20%进行补助，最多不超过 150
万元。
对“科技瞪羚企业”上年度研发费
用按照 20%进行补助，最多不超过 300
万元。
对“科技创新龙头企业”上年度研发
费用定额补助 600 万元。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登自然资交易告字〔2019〕7 号
经登封市人民政府批准，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4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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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登政出〔2018〕38 号(网）地块，

建设安置房总面积不低于 30688.8 平方
米；登政出〔2019〕11 号(网）地块，建设
安置房总面积不低于 68774.418 平方

米，此类房屋不得进入一级市场销售。 登
政出〔2019〕15 号（网）地块，该地块地
上建筑物评估价为 83.64 万元， 挂牌起
始价以地价 1239.504 万元与地上建筑

物价格 83.64 万元共同构成； 登政出
〔2019〕16 号（网）地块，该地块地上建
筑物评估价为 69.41 万元，挂牌起始价以
地价 813.8024 万元与地上建筑物价格

69.41 万元共同构成， 本次竞价竞地价，
建筑物价格不变。 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规
划设计条件指标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 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 并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 17 时，登录登封市公共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www.dfggzyjy.com/），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
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0 日 17 时。

五、本次公告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登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录入窗口申请
办理数字证书后， 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 （已办理过数字
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使用）。
六、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19 年 9 月 3 日 9 时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17 时。 竞得人取得
《网上竞得证明》 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
料到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后置
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
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的， 系统自动转入
5 分钟限时竞价, 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
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网上挂牌，
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即为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涉及林地的地块，依
据林业部门意见， 出让后由受让方自行
到林业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费用自理。
（四）本次挂牌地块，地块范围内的
地上、地下构筑物等设施，由受让方结合
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不需要保留的，由
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 并承担所
需费用。

（五）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
理办法》。
（六）本次挂牌地块已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
（七）如遇到出让资料、系统问题请
及时联系。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登封市天中路与玉带路
交叉口东北角
联系电话：0371-62718887
联 系 人：冯先生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8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