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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2019年 2019 年，是惠济区
高质量发展进入
崭新境界的一年。

宜家家居、中国交建等世界500强
企业惠济项目分别正式营业、顺利入驻。

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
投用，汇聚国际先进医疗技术的交流互
动平台成功搭建。

发展势能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78.2亿元
同比增长6.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4%
增速居全市第一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22.52亿元
增长3.65%，居六区第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完成36479元
增长8.1%，居全市第一

综合实力

地位形象
高水平完成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内蒙古代表团服务保障
工作，秋千、珍珠球、表演3个项目和民
族大联欢活动在惠济区顺利举行，荣获
省级集体二等功。

2020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郑州分
会场、首届黄河音乐节在惠济区成功举办。

民生保障
完成民生支

出 18.37 亿
元，占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75.42% ，增

长16.91%

融入国家战略
高质量提速发展
“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局加速构建。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主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黄河滩区生态治理
成效显著。高标准启动沿黄区域发展规划
建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加快打造。

创新发展战略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3个省市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

资目标，区级在建重点项目达到89个。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郑州运河遗址

博物馆一期完工，纪信庙、古荥汉代冶铁
遗址博物馆纳入“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协作体”特色线路。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成功
举办惠济区创新创业成果展及“郑创汇”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

统筹绿色发展
推进生态环境大提升

●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8座
●建成公园游园43个，打造微景

观76处，连通提质绿道31.78公里，

新增绿地380万平方米
●完成国土绿化1.17万亩
●贾鲁河综合治理蓝线工程基本完工
●索须河花王桥至祥云寺段生态提

升工程绿化完毕

着力强基提质
完善城市建设管理

交通体系更顺畅。建成31条市政
道路。地铁2号线二期通车运营，地铁3
号线一期、4号线、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
化工程稳步推进。

城市建设更优质。弓庄等7个项

目、122万平方米安置房开工；完成网

签9086套、92万平方米，固城等3
个项目回迁群众1.12万人；中华园等

4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提升；新建5G

信号基站556个。
城市管理更精细。高标准完成江山

路改造提升，打造市级红旗办事处1个、

优秀红旗路段16条、优秀路段29条、

卓越路段1条，绿环路等4座垃圾转运

站和33座公厕完成建设。
各项改革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预审率达到100%，政务服务“周
末不打烊”等便民举措全面推行。

竭力解忧纾困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6个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项目

加快推进，公开引进、招聘优秀教师
335名。

文体事业持续进步。新建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2 个，覆盖率

达 90%以上；持续打造“书香惠

济”，建成图书馆分馆 4 个、城

市书房 4 个，引进大型书店

1家。
医疗卫生事业持续推

进。惠济区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基本建成。区级
健康管理指导中心正
式运营，8家镇（街道）级健康管理机构
全部挂牌成立，健康管理三级网络初步
形成。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扎实开展文明
创建，34家单位获评省文明单位，12
所学校获评省文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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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防控措施

常态化，加快“人防+物防+技防”融合，积极宣
传引导群众提升健康素养、增强防护意识、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

持续开展“三送一强”活动 完善政企互动
机制，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用地、资金等瓶
颈制约，与企业共克时艰。

积极扩大投资提振消费 高质量编制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争取更多项目进
入国家、省市大盘子。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与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着力建设沿黄生态带 启动建设黄河滩地
公园，加快23公里黄河观光道路及4个观景
点建设，构建沿黄慢行系统。加快建设黄河生
态廊道，加快S312辖区段建设，推进国家黄河
绿道郑州段建设。

大力发展沿黄美丽经济 加快郑州中原高
科技花卉博览园建设，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牌、
一村一功能、一村一特色”沿黄美丽乡村带。

加快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积极推进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文化演艺
综合体等重大项目建设。立足讲好“黄河故事”，提
升惠济“黄河文化”品牌实力。

坚持落实重大战略
引航核心示范区建设

做优做强文化旅游产业 积极融入郑汴
洛黄河文化旅游带，加快重大项目实施，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努力创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加快编制《惠济区产业发展规

划、文化保护与旅游策划、空间落地与
形态研究》，加速文旅产业布局。启
动建设综合性博物馆及专题（特色）
博物馆两家，丰富惠济文化旅游的载

体和内涵。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编制实施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启动东风渠生态景观带建设，打造

城市北部标杆夜间经济示范带。开工建
设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1 个，培育建筑风格鲜明、运营管理规范的
精品商业街 1 条。编制惠济区健康城市和
健康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建成养老服务中心
3家。

提速发展以现代信息产业为主的战略型
新兴产业 加快推进 500个 5G基站建设，

实施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项目 7个，完成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2亿元。依托精
准医疗健康产业园积极布局高
性能医疗设备和高端医疗器械
制造产业。

坚持高端高质高新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以“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为抓手，不断改进
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环境。

全面改造抓提升 深入实施城市道路综合
改造。统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全力做好
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

精细管理促提质 加快建设“智慧停车”系
统，建成停车泊位4000个，新建夜间限时停

车泊位4600个。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全区
公厕达到二类以上标准。建成区道路全部正常
亮灯。加强绿化日常管养，提升绿化层次。

精心建设补短板 全力保障四环线及大河
路快速化通车，地铁3号线一期、4号线试运营，
7号线一期完成各站点主体建设。确保区生活
垃圾分拣中心及绿环路、金河路、福利院路垃圾
转运站投入使用，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坚持提升建管水平
持续提高城市品位

系统科学治理污染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持续推进水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提速提质国土绿化 高标准推进绿化覆
盖。建设生态廊道8.73公里，完成黄河大堤

及沿黄观光道路行道树绿化31.6公里。全年

完成国土绿化3000亩，新增绿地100万平
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5%以上。加
快提升绿化品级。新建综合性公园及游园（微
游园）31个。扎实开展“月季满城”行动，在清

华园路等4条道路绿化带内种植月季，营造美
丽城市景观。

做强生态水系文章 启动建设索须河生态
提升工程，开工建设花园口引黄干渠改造提升，
稳步推进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绿化、黄河湿地
保护修复等工程。

坚持生态环境优先
大力建设美丽惠济

更大力度推进改革 规范提升政务服务改
革、深化财政改革、做好涉农事项改革、推进国
有企业改革。

更高水平扩大开放 重点对接世界500强、
国内500强和行业20强企业。积极组织企业申
报“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项目。

更实举措强化创新 打造城市花卉研发中
心、高效有机农业研发基地。大力发展高新技
术企业，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家、科技型企业

10家，新增“专精特新”企业3家。

坚持改革开放创新
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高标准推进28
所中小学项目建设。按期完成25个食堂改
扩建，实现中小学午餐供应全覆盖。探索引进
省实验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8个、图书馆分馆2个、文化馆分馆3
个、城市书房2~3家。

着力发展健康惠济事业 深化与郑州市人
民医院合作，建成紧密型医联体。建成新城路
社区等4个基层卫生服务中心。提升家庭医
生签约履约质量。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更大力度推进就
业创业，实现新增城镇就业2500人，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2900万元。加快推进安置

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回迁群众7200人，

网签安置房8700套。加快建设1500套
人才公寓，落实公共租赁住房2941套。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全力保障改善民生

完善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机制 推动“一村
（格）一警”和“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机制
融合发展。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建成区级应急指挥中
心和标准化应急值班室。全面提升食品安全
治理能力；加强药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
管和整治。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依法保护
群众合法权益。

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打造“智慧司法所”，
加快推进法律服务向村（社区）延伸。常态化、
规模化、制度化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加快
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成便民服务中
心7个。

坚持深化社会治理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加强政治建设
提升法治水平
注重担当实干
坚持廉洁从政

坚持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方面 重点工作
2020 年，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的关键之年，更
是应对疫情考验极不平凡的一年。

站位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抢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
大历史机遇，一年来，
惠济坚持新发展理念，
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惠民生、防
风险等各项工作，高处
谋 势 、实 处 落 子。
2019 年惠济晒出了
怎 样 的 成 绩 单 ？
2020年惠济又有哪
些新打算？惠济时报
来为您一一解读。
记者 蔺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