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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毅调研航空港区时强调

贯彻落实全省对外开放大会精神
提升开放水平 创造发展优势
建设航空经济城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 刘俊
礼） 7 月 25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
到航空港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
述，贯彻落实全省对外开放大会精神，
不断
完善开放体系，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持续创
造发展优势，
加快建设航空经济城，努力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引领和带动全市、全省开
放发展上台阶。
马健、牛卫国、张俊峰、史占勇 参 加
调 研。
徐立 毅 一 行 来 到 富 士 康 科 技 园 、智
能 终 端（手 机）产业园，实地察看项目规

划建设情况，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生产
情况，并与航空港区领导班子、部分企业
负责人进行座谈，研究谋划发展对策。
徐立毅指出，开放是引领发展的重要
动力，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撑。航空港区
作为国家批复的首个航空经济综合实验
区，是全市乃至全省发展特色最突出的区
域。全省全市对外开放水平、国际化现代
化水平看港区。希望港区要深入贯彻落实
全省对外开放大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积极抢抓“一带一路”
机遇，
巩固现有
基础，创造新的优势，
真正把郑州打造为内
陆开放高地，引领和带动全市、
全省开放发

我市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

坚定信心 突出重点
提升水平
保持经济稳中求进
转型发展的良好态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 刘俊
礼） 7 月 25 日，我市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
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研究当
前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对外开放
工作大会部署，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工作，
安排部署下一阶段任务。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徐立毅强调，全市上下要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方向、坚定信心、找
准差距、鼓足干劲，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实
干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不断开创郑州高质量发展的
新局面，努力在全省开放发展中勇挑重担、
作出贡献。
王新伟、焦豫汝、黄保卫、马健、王鹏、
杨福平、牛卫国、
黄卿、白江民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
报，有关市领导就专项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部分县（市）区和市直单位作了发言。
徐立毅指出，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对郑
州的发展进行了重点谋划、提出了明确要
求，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郑州的高度
重视和殷切期望。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省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方向、认清责
任、鼓足干劲、担当作为。要准确把握形
势，既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更
要看到郑州发展的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
势、空间优势、文化优势和交通基础、产业
基础、城市化发展基础等有利条件，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坚定不移走好郑州高质量发
展的路子。
徐立毅强调，要把握关键，突出重点，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把“稳”摆在首位，

以主要经济指标的稳定增长，扛起省会城
市的责任和担当，增强发展定力与信心。
要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统揽，把握好稳
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加快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要以抓好招商引资为关键，
坚持招商与打造产业生态、开放平台建设、
招才引智相结合，做好扩大开放的文章。
要以优化发展环境为基础，打造一流高效
的营商环境、诚实守信的法治环境、舒适愉
悦的人居环境。要以打好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为
重点，保障经济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责
任、提升水平，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努力解决好认识不足、方法不足、能力
不足的问题，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不断开创郑
州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市长王新伟对全市经济工作作了安排
部署。他指出，要充分肯定成绩，认清当前
形势，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
心，保持战略定力，切实增强做好下半年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全力冲刺攻坚，紧
盯目标、稳中求进，突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重
点，守住安全生产这一底线，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着力在结构转型、动能转换和方式转
变上取得实质性效果。要把握打好“三大
攻坚战”、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城乡统筹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改革创
新、深化高水平开放、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等关键，切实提高发展质量，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公
共服务先行，
按照产城融合、
分类精准提供
公共服务的原则，
明确核心区域，
努力打造
国际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区域。要以航空
服务业发展为核心，统筹物流、会展、保税
展示交易等业态和航空基地建设等工作，
大力发展有利于航空枢纽功能作用发挥的
先进制造业，坚持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与培
育产业链并重，拓展创新链、服务链，形成
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要用好政策这个
最大驱动力，
发挥好海关特殊监管区、
自贸
区和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政策叠加优
势，做大做强平台公司，用好产业基金，为

发展提供完善配套服务。要强化人才保
障，营造有利于人才集聚的小气候。要解
放思想、
创新作为，
大胆探索、
敢闯敢试，
高
标准、大手笔做好航空经济城建设这篇大
文章，
在全市、
全省开放发展中发挥好示范
和引领作用。

扫码
看郑州台
视频新闻

市政府召开第 30 次
常务会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王治） 昨日，市长王新伟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 30 次常务会议。
王鹏、谷保中、黄卿、徐军、万正峰、
孙晓红、马义中、陈兆超等出席或列席
会议。
会议讨论审议了《郑州市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
案》，集体学习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
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
通报了 2018 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情况
等。会议指出，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
府的核心内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建
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
系。会议强调，政府系统法治建设要围
绕“放管服”改革发力；围绕“良法”促
“善治”发力；围绕科学决策发力；围绕

执法模式完善发力；围绕执法监督发
力；围绕化解行政争议发力，努力提高
行政效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会议讨论审议了《失业保险应急稳
岗返还补贴申请情况》。会议指出，就
业是民生之本，
推行失业保险应急稳岗
返还补贴，
是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
“六稳”
要求和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举措，必须
不折不扣地执行好、
落实好。会议强调，
要加大宣传力度，
优化经办服务，
简化办
理程序，
提高企业申报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要严把政策界限，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做
好基金审批拨付，
进一步强化信息公示，
严格社保基金管理，
规范基金支出程序，
确保资金使用和干部廉洁
“两个安全”
。
会议还研究了上半年政府系统精
文减会、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等事宜。

“郑新融合”又有新动作

新乡与郑州市区交通枢纽
未来将实现半小时互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昨日，记者从新乡市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了解到，
《新乡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规划(2018~2035 年)》出炉。根据规划，
新乡市规划郑新市域线、郑新南市域
西线等市域铁路，实现与郑州中心城
区东西两翼均衡对接；启动建设市域
快速通道，与郑州方向及新乡市域内
建成 2~3 条市域快速通道，郑新融合政
策保障有实质突破。
根据规划，到 2035 年，新乡将建成
“五化交通强市”，即城市群交通便捷
化、都市区交通同城化、市域交通通畅
化、城市交通高效化、综合枢纽一体化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原城

市群铁路北枢纽和豫北现代物流中心
地位进一步确立，成为立足豫北、借力
郑州、逐鹿中原、畅达全国、联通世界
的交通强市。建成模式多样、无缝衔
接的城际交通网，全方位参与中原城
市群客货流通，实现郑新深度融合；建
成市域一体、高效便捷的市域交通网，
有力支撑三带三区两城十镇建设。畅
达全国，
实现与全国主要城市群高铁直
达；与国家级城市群中心城市 5 小时互
通；与中原城市群节点城市 2 小时互
通。借力郑州，
实现与郑州市区交通枢
纽半小时互通，郑新间实现公路、市政
道路、市域轨道多通道衔接；与郑州大
都市区节点城市 1 小时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