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A03专题NEWS

聚力“三个转变” 郑州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论述。

5 年来，郑州市始终坚持把质量工作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将质量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区一
群”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质量强市战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自主创
新、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入手，积极践行“三个转变”，交出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

值此全市质量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本报特推出“落实‘三个转变’———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今日
推出“质量品牌篇”，敬请关注。（质量品牌篇）

落实“三个转变”
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

郑州积极实施品牌带动和标准引领
战略， 提升郑州工业品牌竞争力和价值，
抢占行业制高点。 近年来，郑州市以打造
“品牌之都”为核心,大力实施品牌引领
战略，促进全市质量水平的整体提升。 为
完善品牌培育和激励机制，郑州市出台了
《郑州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关于进
一步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实施的意见》《品
牌产品培育发展规划》，并加大政府质量
奖的奖励力度，有效提升了企业参与标准
制定和品牌建设的积极性。

目前，郑州市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智能终端等七大优势产业中打造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郑州
品牌。 郑州宇通、三全、思念均入选《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 其中宇通 2017 年

品牌价值达到 312.59 亿元，居国内客车
行业首位，被李克强总理称赞为中国制造
“走出去”的典范；三全、思念两家速冻食
品企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60%，
郑州也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研
发基地和物流中心。中铁盾构成为世界第
二大盾构机生产企业，汉威电子、正星科
技、安图生物、郑煤机、好想你、海马、逸
阳、禅宗音乐大典等一批民族品牌加速崛
起。

目前全市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63 件、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3 个、中国质量
奖提名奖 1 家、商标金奖 1 件，省长质量
奖单位 15 家、市长质量奖单位 35 家，有
效注册商标达到 249951 件， 占全省商
标注册总数的 40%，居全省首位、中部六

省省会城市首位；3 家企业被确定为全国
工业企业质量标杆。

推进国际物流园区“全国电子商务物
流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荥阳五龙
产业集聚区申报“建筑机械制造产业河南
省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和高新区“全国
卫星导航应用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
区”， 中铁装备公司荣登装备制造业品牌
价值百强榜。

在工程质量领域，累计共创“中国土
木工程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1
项， 省建设工程 “中州杯”“安居奖”奖
135 项，市建设工程“商鼎杯”等 114
项，居中西部城市首位。

“三品一标”认证工作是推进标准化
生产的重要抓手，是国家农业部对生产者

落实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的认可。 郑州市农委通过实施对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进行免费环评、免费检测等
优惠政策，对取得“三品一标”的主体进
行资金扶持，强化证后监管和标志使用管
理，维护“三品一标”的公信力和品牌形
象。 截至目前郑州市有效期内 “三品一
标”农产品数量 376 个，居全省前列，其
中有机农产品 16 个、 绿色食品 111 个、
无公害农产品 240 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
9 个，涌现出好想你、雏鹰、博大、中牟西
瓜、河阴石榴、二七樱桃等一大批中国知
名品牌。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指示，5 年来，郑
州市自觉将“三个转变”作为新时代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纲领，大力实施质量提升、科技创新、品牌培育“三轮”驱动，2018 年末，以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常住人口破千万、人均
生产总值破十万“三大突破”为标志，出彩郑州站在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精准发力 高质量发展硕果累累

郑州市一直把质量作为郑州发展的
根本取向和最高追求，始终纳入城市发展
战略， 建立了完善的质量工作政策体系，
先后出台了 《关于推进质量强市战略工
作的意见》《关于贯彻质量发展纲要的实
施意见》《关于推动三个转变建设质量强
市的实施意见》《郑州市质量工作考核方
案》 等文件， 为质量工作提供支撑和保
障。

2018 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郑州市百城千业

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郑州市纺织服装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和《郑州市超硬材料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全市形成了“1+3”质
量提升工作格局。

截至目前，全市重要工业产品合格率
达 9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
分点。 蔬菜、水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9%以
上，畜禽产品抽检合格率 98.2%，农产品
合格率继续保持全国前列；药品不合格报
告书同比下降 62%。

2018 年，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工业投资增长 8%左右，手机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值突破 3000 亿
元。汽车产量达到 64 万辆，增长 33%，七
大主导产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92%。 “三大改造”深入推进，技改投
资增长 40%以上，建成省级智能工厂（车
间）21 家，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 8 家。 制
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 70%以上， 新增超
百亿企业 2 家、超 200 亿企业 1 家；“百
千企业上云”计划顺利实施，上云企业近
4700 家。 新发展环城都市生态农业
12.9 万亩， 新培育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10 家，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星级示范企业 22 家，全市休闲农业营
收 40 亿元、增长 14%，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水平不断提升。

市场监管部门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
15条，食品安全示范店 100 家；在 1771
家中小学和幼儿园食堂建成“互联网 + 明
厨亮灶”。 全市食品抽检合格率超过
98.2%，药品生产不合格报告下降 33%，
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满意度超过
74.5%，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以最
优档次通过省级验收。

创新驱动 “郑州制造”加速转型升级

创新是战略之举、强国之路。 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只有不
断增强创新驱动力，才能在高起点上实现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郑州市政府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出资
3 亿元与省科技厅共同推进国家技术转
移郑州中心建设；企业牵头搭建的省工业
新型成像技术创新中心、省智能工厂系统
集成创新中心、省功能金刚石材料创新中
心、 省高效能铝基新材料创新中心等 4
家创新中心被认定为首批 “省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培育单位”，大信厨房等 5 家单
位被认定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郑州
市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开展 《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和《时间和空间上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监测》项目合作，郑州计量先进
技术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郑州
中心）挂牌成立。

同时， 郑州市围绕优势产业发展加
强研发平台建设，建立重点实验室 191
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5 个，院士
工作站 108 个， 建立 3 家技术创新联
盟，4�家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 中科院
过程研究所郑州分所、 国家专利审协河
南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
及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建设进
展顺利。 为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途
径，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郑州市组建了

产业技术联盟， 组织实施 42 个重大科
技专项， 全市孵化器达到 70 家，20 个
创新创业综合体建成 110 万平方米，入
驻企业 1060 家，培育科技创新团队 36
个。

得标准者得市场。 郑州市近年来大
力实施标准创新， 引领郑州产业发展，
提升郑州产品竞争力。 目前全市组建国
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 分技术委员
会、 工作组 26 个， 承担国际标准制
（修）订 3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
（修）订 162 项，荣获“中国标准贡献
奖”6 项。 2015 年郑州市被纳入全国城
市标准化创新联盟， 与上海、 广州等九

个城市签订协议， 共建商贸流通领域城
市联盟标准。 2018 年牵头成立郑、汴、
新、焦、许“1+4”郑州大都市区标准联
盟， 标准化在推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取
得重要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为保障群众餐桌上
的安全，市农委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
息技术，在生产环节（包括生产基地，农
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建立
农产品质量追溯检测点， 市级建设追溯
信息中心、监控指挥中心、农产品追溯信
息查询系统等，通过数据实时传输、扫描
追溯码、读取追溯卡等监控手段，实现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标准引领 “郑州品牌”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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