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上，惠济区对2018年度全区工作优秀单位、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工作获得
重大荣誉做出突出贡献单位及个人等进行了表彰。

过去一年，惠济区抢抓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的发展机遇，按照“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
作总格局，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推进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各
项工作，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总体有 3个突出特
点：发展压力大，但发展成果比预想的好；发展困
难多，但发展成效比预想的好；发展责任重，但发
展成就比预想的好。

你们做出的贡献，惠济区都记得

表彰·出彩2018

四个保障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
制度，对火灾隐患、老年安置区、临时过渡房等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开展大暗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四大”专项攻坚行动，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双重预防
机制”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近日，惠济区召开2018年度工作总结表彰暨2019年工作动员大会，全
面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表彰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条战线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对2019年重点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

会上，区委副书记、代区长丁文霞从突出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
设、高新科技前沿、发展精准医疗、城乡协调发展、城区建管水平、激发潜能活力、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八个聚焦”，做好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强化发展要素保障、筑牢安全生产
防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四个保障”方面，对全区2019年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

最后，区委书记马军作了重要讲话。马军指出，2018年，全区立足实际，集中精力
克难攻坚，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全区上下把成绩当成过去式，提振精神，把
2019年各项目标任务做实做好。2019年，各级各部门要依托“一核三带六园”和“生
态城、旅游城、健康城、科技城”建设目标，抓好江山公园、古树苑提升改造、黄河国家湿
地公园、铁路沿线绿化工程、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等生态建设项目；抓好荥泽古城项目建
设，打造中华文明史诗级地标和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抓好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和北部商业中心建设。

马军强调，全区上下要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落实“一个项目、一套人马、
一个台账、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标准，全力提速重点工作、重点项目推进，加快构建
“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局，确保“四城联建”工作目标早日实现，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连敬春 刘娇 聂勐 文/图

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巩固立区根本

今年，全区围绕生态建设，计划投资31
亿元，推进重点项目40个。

一要抓好生态污染防治。进一步加大
“散乱污”企业的排查力度，全力做好扬尘污
染治理、散煤治理、市场外迁、货车尾气超标
联合执法等工作。

二要抓好生态功能修复。高标准建设
索须河汇合口上游至弓寨大桥段生态提升
工程、东风渠索须河至贾鲁河段绿化景观提
升工程；完成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绿化工程
和沟渠综合治理工程。持续推进黄河滩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扎实做好“大棚房”清理
整治、“绿盾”行动台账整改督导工作，加强
黄河湿地保护修复。

三要抓好生态园林绿化。4月 30日前
实现京广铁路、郑焦铁路、京广高铁、连霍高
速两侧绿化大头落地；加快推进辖区生态廊
道绿化和提质工程，完成新修支线路网绿化
工作；突出地域和文化特色，完成公园游园
建设任务。在黄河滩区和空闲地块规划建
设以观赏性苗木为主的省市区三级植树基
地，完成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任务 1.35万亩，
全年新增绿地380万平方米。

聚焦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紧跟国家鼓励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以
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为龙头，积极发展文
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优势产业，加快实施全
域旅游发展战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一要全面加快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
设。加快以荥泽古城为核心的古荥大运河
文化区建设，叫响“天下黄河，寻梦荥泽”品
牌。要严格按照征迁时序，加快推进涉及各
村征迁工作。统筹推进郑州运河遗址博物
馆二期、索须河观光带等相关配套项目建
设，全力打造“中华文明史诗级地标和国际
知名旅游目的地”。

二要深入实施全域旅游战略。积极谋
划，将古荥镇总体规划修编融入郑州市总规
修编。聘请国内外顶尖规划团队，对古荥镇
开发区范围内涉及的建筑、绿化、基础设施
等进行统一设计，确保与荥泽古城规划设计
保持一致。充分发挥辖区自然优势，加快谋
划推进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黄河城市公

园、黄土国家地质公园等项目建设。今年要
积极谋划，尽快确定黄河大堤加宽方案，打
造涵盖人行步道、自行车道、服务驿站、生态
廊道等内容，宽度110米沿黄生态观光带，形
成连接辖区重要景区、景点的“黄金纽带”。

三要全力践行融合发展理念。鼓励支
持三全、思念深化“工业+旅游+文化”模式，
激发特色工业旅游热度和活力。实现惠济特
色商业区二期项目封顶，宜家家居项目上半
年开业运营，启动东风渠滨河商业带建设，辐
射带动特色商业园、北部商业园大力发展现
代商业，促进商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聚焦高新科技前沿
提速创新元素集聚

一要大力培育、引进高新科技企业。紧
盯国内外高新企业、前沿技术代表性机构，
积极与苏宁科技城、中科光启现代农业遥感
等项目对接，尽早实现项目落地。同时，加
快培育区域内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促进高
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

二要加快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积极探
索、运用新型产业用地（M0）模式，盘活、整
合闲置楼宇、设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打造楼宇工业和总部经济。

三要制定出台科技企业引入奖励扶持
政策。加大对高新企业引进、技术改造、科
技创新等补贴力度，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年度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
重达到3%。

聚焦发展精准医疗
全面赋能大健康产业

一要加快医疗健康项目建设。紧锣密
鼓推进河南细胞诊疗中心大楼内部装修，确
保 4月 7日开业；尽快确定精准医疗健康产
业园项目二期规划范围，加快构筑医疗健康
服务高地，带动健康养生、休闲娱乐等外延
产业集聚发展。

二要加快发展健康养生产业。依托沿
黄河、索须河、贾鲁河两岸绿化带，积极培育
引入体育运动休闲项目，探索健康养老产业
发展路径，服务好郑州市北区市民健身中心
和郑州市老年公寓建设。

三要积极发展体育运动。整合辖区现有
资源，依托省体中心、体育公园等场地设施，

大力发展全民体育，积极筹办区域性运动会，
进一步提升惠济的知名度、影响力。

聚焦城乡协调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一要加速群众安置回迁。从“抓开工、
抓进度、抓竣工、抓回迁、抓网签”5个方面
着手，加快推进长兴社区等7个政府主导安
置区项目建设，毛庄等 8个项目二期 170万
平方米开工建设、完成兴隆铺等6个项目建
设，年内确保新回迁群众1.4万人，网签安置
房1万套。

二要加速完善路网体系。统筹推进
155条市政道路建设，年底前实现开工 100
条，建成通车 55条。实施断头路打通攻坚
行动，督促市级尽快打通长兴北路、宏达路
等断头路，有效解决东西不通、南北不畅问
题。要加大与市级相关部门的对接力度，尽
快启动开元路、香山路等道路整修，加快推
进花姚线、黄马线等农村道路修建。要进一
步优化施工环境，确保四环及大河路快速化
工程及3条地铁建设顺利推进。

三要快速健全基础设施配套。以保障
古荥大运河文化区、精准医疗等重点项目建
设为目标，加快推进金洼、大河等11座输变
电站建设。同时，加快绿源路等9条综合管
廊建设，稳步推进古荥水厂规划选址和桥南
水厂建设。

聚焦补短板强弱项
提升城区建管水平

一要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尽
快完成北环教工小区和中华园小区改造提
升，启动24个老旧小区整治提升，切实改善
群众居住环境；力争春熙路等5个垃圾转运
站建成投用，加快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开工
建设，115座公厕建成投用；确保区级便民
服务中心和9个社区级项目建成投用，双桥
等8个社区级项目主体完工，全面提升基础
设施支撑能力。

二要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持续深入推进“路长制”，强化路段巡查，实
现长效管理；辖区道路要按照“道牙无尘、路
无杂物、设施整洁、路见本色”标准进行清扫
保洁。要加大城乡接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全
面提升市容市貌。完成市定4000个停车泊
位建设任务，缓解停车难现象。

三要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尽快启
动惠济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制，推动交
通、政务服务、城市管理等领域大数据应用
示范，培育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相关
产业。加快推进“智慧停车”系统建设，实现
700个道路内临时泊位智能化管理。

聚焦激发潜能活力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激发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活力。

一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实现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覆盖”，同步推进村
改居工作。抓好国有平台公司改革，推动平
台公司做优做大做强。实施环卫体制改革，
深入推行辖区主次干道清扫保洁市场化外
包，提高环卫保洁质量。

二要全面提高招商引资精准度。建立
健全重大项目引进会商、会审和快速反应决
策机制，落实“五职”招商责任制，开展精准
招商、精准选商，全年至少引进投资 5亿元
以上项目3个，梳理储备项目不少于50个。

三要积极开展创新创业。鼓励郑州师
范学院开展市级“一基地、三实验室”认定，
支持郑州财经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认定
市级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全年举办科技
创新活动30次以上。组织企业积极申报各
类科技项目，培育科技型企业5~10家。

聚焦共建共治共享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一要大力发展优质教育事业。高标准
建设26个中小学项目，实现惠济八中等4个
项目建成投用，新增教学班50个、学位2430
个，建成公办幼儿园10所。

二要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今年要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500人，零就业家庭动
态为零。加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维护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

三要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支持郑大一
附院惠济院区改扩建，加快实现区级公共卫
生服务中心建成投用，促进郑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项目竣工。完成新城路、大河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花园口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升
级改造，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让辖区群众享受更加优质、便捷
的医疗卫生服务。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好的营商环境。今年，惠济
区要加快构建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力争
营商环境水平处于全省第一方阵；积极推进企业登
记全程电子化和证照分离，实现所有非涉密事项网
上申报，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控制在 100个工作日
内。同时，将成立区政府项目服务中心，建立专班办
理机制，统筹解决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土地、规
划、文探、招标、评审等手续办理难、办理慢等问题，
着力破解发展瓶颈。

今年，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各相
关责任单位要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工作。一是强化规
划要素保障，二是强化用地保障，三是强化财政金融
保障，四是强化人才保障。

强化发展要素保障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平安建设方面，要进一步整合基层治安治理
人防、物防、技防资源，建立健全基层综治中心，
提升平安建设水平。同时，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
斗争，按照中央、省、市、区部署，以“零容忍”的态
度，坚决依法从严惩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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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八个聚焦”，做好“四个保障”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是加快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也是惠济区加快构建“一核三带六园”空间
布局，全力推进“生态城、旅游城、健康城、科技城”建设的开局
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今年，惠济区要突出抓好“八
个聚焦”，做好“四个保障”。

八个聚焦

2019年惠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保增长6％，力争增长8%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不低于8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完成上级下达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各项指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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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召开2018年度总结表彰暨2019年工作动员大会

抓好“八个聚焦”、做好“四个保障”，2019惠济打算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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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丁文霞区委书记 马军

表彰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