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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
王治） 9月 15日，中原科技城政
策发布会举行，河南省人才创新
创业试验区、中原科技城管委会
揭牌，中原科技城规划和人才政
策同期发布。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徐立毅出席活动并讲话，副省
长、市长王新伟主持。

徐立毅与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高树森共同为“河南省
（中原科技城）人才创新创业试
验区”“郑州中原科技城管理委
员会”揭牌。会上发布了中原
科技城规划情况和《关于在中
原科技城建设河南省人才创新
创业试验区的实施意见》，并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中国
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刘大响、王
家耀等 11位中原科技城专家委
员会首批专家颁发聘书。郑东
新区管委会与首批入驻中原科
技城的 60个项目签约，总金额
突破 1100亿元。

中原科技城专家委员会委员
施一公，中原智能机器人创新研
究院院长李清都，APUS创始人、
董事长李涛，郑东新区管委会负
责人等发言。施一公表示，中原
科技城的落地是河南和郑州落实
以科技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行动，正当其时、适逢其
势，意义重大。相信中原科技城
一定能够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卓越贡献。

徐立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
原科技城专家委员会的成立、首批
项目成功签约入驻表示热烈祝
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郑州发
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徐立毅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
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全面
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吹响了集结
号、发出了动员令。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
科技创新作为推进郑州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之举、当务之急。我们
谋划在郑东新区划出最优的区域

建设中原科技城，把生态最好、价
值最高、公共服务最优的地方让
位于科技创新，这是营造人才新
生态、创新新空间、建设科技新高
地的重大决策。中原科技城集科
研、孵化、转化于一体，生产、生
活、生态高度融合，科技创新、政
策创新、金融创新高度协同，立
足郑州、辐射全省、面向国际开
展科创活动，着力打造郑州新旧
动能转换的发动机、中原地区科
技创新的策源地、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引领区。

徐立毅强调，要围绕“一年起
步、三年初具雏形、五年基本建成”
的目标，坚持规划先行、基础设施
先行、功能性项目先行、人才服务

体系建设先行，加快更多优秀科创
人才、优秀科创企业落地发展。各
级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全力以赴，
努力将中原科技城打造成为我国
北方地区重要的创新基地、人才特
区。诚挚欢迎各类优秀人才、优质
科创项目入驻科技城，郑州将以最
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政策，为各
类人才提供更加暖心、安心、放心、
舒心的服务，让科创产业、科技人
才能落地、留得住、发展好，与郑州
一起进步、共赢发展。

省委编办副主任任丰金，市
领导牛卫国、吕挺琳、吴福民、
史占勇出席活动。

（更多内容请继续阅读
T01~T08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 9月 15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徐立毅会见上海建工集
团董事长徐征一行，双方就进
一步加强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达成广泛共识。

徐立毅对徐征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他说，作为1亿人口
大省的省会，郑州人口支撑力
强、城市化空间大，近年来发展
迅速，未来前景广阔、想象空间
巨大。当前，郑州正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
勇担支撑中部崛起、落实黄河战
略的使命，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

市龙头带动作用，更好引领区域
高质量发展。希望上海建工进
一步发挥在建设管理、工程设计
方面的优势，把先进理念带到郑
州，把更多人才引入郑州，加强
在郑设计运营力量，助推郑州城
市规划设计和建管品质提升。

徐征表示，上海建工将充
分发挥投资、规划、设计、建造
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郑州
城市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城
市管理、设计咨询、工业化建造
等领域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郑
州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市领导牛卫国、陈宏伟参
加会见。

做好生态补偿扶持文章
我省着力做好生态补偿扶持

文章，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资金
支持力度。全面落实国家生态护
林员政策，设立护林员公益岗位，
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
成护林员。2017年以来，我省累
计争取国家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
6.83亿元，累计聘用生态护林员
12.5万人次，人均年收入 6200余
元。2017年以来，落实退耕还林
补助资金 10.9亿元，受益贫困户
8000户。落实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资金 9.42亿元，受益贫困户
8.42万户。创新建立宅基地复垦
券制度，将贫困地区复垦的建设
用地指标在全省范围内交易，
2017年以来累计交易宅基地复
垦券18.91万亩，为贫困地区筹集
资金 351.98亿元，交易面积和收
益均居全国第一，以真金白银助
推脱贫攻坚。

做好生态工程建设文章
我省着力做好生态工程建设

文章，持续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
境。发挥重大生态工程带动作
用，加快推进沿黄湿地公园、伏牛
山植物大观园、太行山绿化和天
然林保护等国土绿化工程建设，
持续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深
入开展“森林河南”建设，加快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大力推进“山区

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
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
院花园化”，冬春两季义务植树成
为长效机制，大造林大绿化格局
初步形成。2017年以来，全省 53
个贫困县完成营造林 1251万亩，
吸纳11.8万贫困人口参与国土绿
化工程建设，人均增收 2200元。
加快推进南太行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总投资
约 63亿元的 248个子项目全部
开工。“十三五”以来，我省生态
修复面积达 42.75万亩，直接带
动 2.8万贫困人口就业，新增耕
地 7.74万亩，新增林果用地 2.8
万亩。在贫困地区新建省级湿
地公园21个、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36个，39个县(市)正在开展省级
森林城市建设，全省已有16个省
辖市获评国家森林城市，数量居
全国第一。每年依托森林旅游
收入达 160亿元，惠及 5万个贫
困家庭。

做好生态环境治理文章
我省着力做好生态环境治理

文章，切实提升贫困地区生态
品质。集中政策优势，一体推
进农村环境整治、水土流失治
理和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切实改善贫困地区人居环境，
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2017年以来，累计筹措水土保

持补助资金 9.4亿元，新增水土
流失防治面积 475平方公里，贫
困地区水土保持措施每年可减
少土壤侵蚀量 3200万吨。在贫
困地区新修梯田 33万亩，配套
建设排灌沟渠 199公里，生产道
路 189公里，原来“跑水、跑土、
跑肥”的“三跑田”变为“三保
田”，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做好生态产业发展文章
我省着力做好生态产业发展

文章，促进贫困地区高质量发
展。深挖生态资源优势，推广“企
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
产业化经营模式，统筹推进林下
经济、森林康养、林果加工和乡村
旅游发展，带动贫困地区形成“生
态保护、环境美化、群众增收、区
域发展”的“多赢”局面。目前，全
省经济林面积达到 1650万亩、花
卉苗木基地 300万亩，参与农户
120万户，其中贫困户20万户，户
均年收入6860元。2017年以来，
新建特色经济林和花卉苗木基地
92.5万亩。引导 220家林业龙头
企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5.5万
户 12.61万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3650元。创建旅游扶贫示范县
13个、生态旅游示范镇132个、特
色村 450个，带动 32万贫困群众
增收。

中原科技城政策发布会昨日举行

营造新生态 创新新空间 建设新高地
打造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

徐立毅会见上海建工集团客人

发挥优势加强郑州
建管品质提升

生态补偿扶持 生态工程建设 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产业发展

我省生态扶贫着力做好“四篇文章”

记者从昨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河南省“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发布会之生态扶贫专场获悉，近年
来我省把生态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成立生态扶贫
硬仗指挥部，汇聚各方力量，全力做好“生态补偿扶持、生态
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产业发展”四篇文章，在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实习生 张瑞轩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 9月 15日下午，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徐立毅会见北京
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维一行，
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进行沟通
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徐立毅对程维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他说，当下数字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社会经
济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加
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中，郑州在地理位置、交
通物流、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等
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未来想象
空间巨大、发展前景广阔。近年
来，郑州市不断加大数字化建设
投入力度，强化信息技术在城市

管理和交通出行领域的推广应
用，促进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文
明素质提升，着力解决交通拥
堵、大规模人口摆渡等问题。滴
滴公司在智能出行领域有着丰
富经验和明显优势，希望双方在
共享交通、智慧物流、人才培训、
零工经济等领域开展更多创新
合作，努力提升郑州社会治理水
平和经济发展动力。

程维表示，郑州城市形态风
貌和营商环境在不断改善提升，
滴滴公司将深进一步加强对接、
创新模式、集聚资源，加大在郑
运维投入和业务拓展力度，不断
开拓新的合作领域，落地更多合
作成果，为郑州发展多作贡献。

市领导牛卫国、陈宏伟参
加会见。

徐立毅会见滴滴出行客人

开拓合作领域
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