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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归欣）
10月15日，2020中国（郑州）产业
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省长尹弘出席并致
辞，与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中国
工程院副院长何华武共同为活动
启幕，见证项目签约。

本届活动由工信部、中国工
程院与中西部9省（区）政府共同
主办，7个国家行业协会参与协
办，吸引近 2000位客商到会，聚
焦数字经济、5G产业、人工智能
等新兴重点领域开展对接洽谈。

尹弘表示，随着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
格局加快形成，中西部地区迎来
了承接产业转移、加快自身发展

的重大机遇。本届活动旨在推动
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国际国内产
业转移，是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
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必将对促
进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畅通国
内大循环发挥积极作用。

尹弘指出，河南是中国东部
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南北经
贸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产业转
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具备
承接产业转移的综合优势。今天
的河南，区位交通条件优越，以航
空、高铁、高速公路为支撑的快速
交通网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势
明显，劳动年龄人口超过 6500
万，每年普通高校、中职毕业生超
过百万；市场空间广阔，有 1亿多

人口、2000多万中等收入群体、
760多万户市场主体；产业体系
完备，拥有 40个工业行业大类；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占生
产总值比重达 34%，形成了两大
万亿级产业集群和 19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
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占比
分别达1/5和近1/10，新经济的赋
能作用持续彰显；工业运行态势
良好，今年前 8个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6.3个百分
点，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

尹弘表示，当前河南正在谋
划“十四五”发展蓝图，在新的起
点上推动经济实现由大到强的转
变，将突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国家战略引领，拓展空间，厚植优
势，把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自身
发展实效。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推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
设，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能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
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
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新经济，培育 10个千亿级战略
新兴产业链，打造 6个 5000亿级
战略支柱产业链，构建 4个万亿
级战略支柱产业链；增强创新驱
动能力，高标准建设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生物育种、
超级计算、农机装备 3个国家级
创新平台，在关键领域突破核心

技术，形成创新引领的现代经济
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为承接更大规模、
更高水平的产业转移提供坚实支
撑，促进各方在河南经济增长中
实现互利共赢。

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转移合
作签约仪式。

黄强主持开幕式，张维宁、
王新伟、谢玉安出席。
（更多内容请阅读AA04-05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10 月 15 日，我市召开
2020年全市乡镇（街道）党（工）
委书记第三次工作交流会，动
员全市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
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围绕做
好第四季度工作，扎实推进秋
冬季疫情防控、大气污染防治、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基层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村（社区）换
届准备等重点任务，不断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营
造和谐有序、安居乐业的发
展环境。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
长、市长王新伟出席会议。

胡荃、周富强、杨福平、
于东辉、牛卫国、黄卿、吕挺琳、
杜新军等出席会议。

徐立毅指出，基层治理是
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
础，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底
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就基层治理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
我们做好乡镇基层治理工作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
上下要围绕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社会治理体系，结合基层特
点，狠抓基层治理。

徐立毅强调，要处理好“四
种关系”，即要处理好党的领导
与民主协商的关系，做到领导
有力、领导有方，不断凝聚治理
合力；要处理好政府负责与社
会协同的关系，发挥好区域化
党建、政府和市场、社会组织的
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格局；要处理好法
治与德治的关系，既重视发挥
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
道德的教化作用，形成既讲规
矩又有温度的法治化、人性化
基层治理体系；要处理好制度
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继续
坚持、不断完善、持续提升好的
制度做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水平。

徐立毅要求，要把完善基
层治理与做好当前工作相结
合，重点抓好“五件事”。一要
着力抓好秋冬季疫情防控，抓
住医院管理、出入境管控、冷冻
食品检验等重点关键，完善常
态化疫情防控闭环管理体系，
坚决守住秋冬季疫情防控底
线。二要着力抓好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在源头治理、精准治
理、数字治理上下功夫。三要
着力抓好“三项工程、一项管
理”，乘势而上、不断深化、扩大
成果。四要着力抓好基层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让群众生活更

方便、更舒心。五要着力抓好
村（社区）换届准备工作，加强
调查摸底，开展集中整顿，严格
换届纪律，抓好试点工作，确保
换届风清气正。

徐立毅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
之计、固本之策，树牢大抓基
层、大抓基础的鲜明导向，推
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
层下移，提高基层治理效
能。要进一步厘清不同层
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边
界，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科学
规范“属地管理”。要持续为
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更多
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会上，10个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作了典型发言。乡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
流会，是市委加强对基层组织
建设领导、推动基层工作的探
索创新，去年以来已召开了 4
次，有效促进了各级更加重视
基层、支持基层，有力推动了基
层各项工作开展。

交流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
式召开。市四大班子成员、市
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
直机关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
主会场参会。各开发区、县（市）
区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班子
成员在分会场收听收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王爽）昨日，郑州
市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
设指挥部全体会议在经开区召开，
市政协主席、指挥长张延明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上，郑州市中欧班列集结中
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汇报了郑州
市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
设工作情况，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汇报了郑州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建设情况和中部金属物流
市场拆迁进展情况，市发改委汇报
了郑州市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
项目向省和国家发改委申报情况，
市物流口岸局汇报了郑州铁路口
岸信息化平台建设进展情况和各
类监管设施建设情况，市交运局汇
报了经北四路下穿京珠高速隧道
项目建设工程进展情况，中铁联
集、中铁特货、中铁快运郑州分公

司等单位汇报了业务开展情况。
张延明对各成员单位的工作

给予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
排。他说，各成员单位要统一思想、
把握大局，按照“三个着眼”，进一步
提升格局、发展框架和思路，加强谋
划、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要对标对表、
争先创优，学习兄弟城市先进经验做
法，群策群力、取长补短，扣准国家总
体要求，把郑州市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打造成示范工程，打造成一流竞争力
的物流枢纽；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海关监管作
业区整合提升、中心站第二线束建
设、中部金属材料市场拆迁、集结中
心综合服务窗口等重要工程和项目；
要挂图作业、责任到人，围绕重点，定
期跟进、限期办结；要加强领导、加
快进度，集中精力、集中力量、争分
夺秒，尽快使郑州集结中心面貌有
改变、效率有提升。

把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打造成一流物流枢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15日，庆祝第十三个“郑
州慈善日”暨第五届“郑州慈善大
奖”颁奖盛典在嵩山饭店举行，展
示郑州慈善事业服务疫情防控、
助力脱贫攻坚的突出成果，为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献礼。活动现场爱心企
业、单位和个人共捐赠善款超 4.7
亿元，再创慈善日捐款新高。

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市
领导周富强、胡荃、张延明、杨福平、
白江民、马义中、薛景霞、刘睿等
出席活动。

市委副书记周富强代表市
委、市政府致辞，他说，每年一次
的“郑州慈善日”活动，各界慈善
人士慷慨解囊，让许多因贫失学
的孩子重新背上了书包，让许多
孤寡老人得以安度晚年，让许多
困难家庭燃起生活的希望。特别
是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中，全市各级慈善组织、民间机
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全体市民
全力以赴、共克时艰，顽强拼搏、
甘于奉献，在疫情大战大考中交
出了合格的答卷。

周富强表示，今年是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
年，我市将以慈善助力发展，服务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以行动贡献
力量，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品
牌扩大影响，实现更好社会效果；
以阳光赢得信任，增强慈善机构
公信力；以团结凝聚力量，保障慈
善事业发展。用慈善的活泉之水
助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据悉，10月 16日是第十三个
“郑州慈善日”，今年的活动主题
是“助力脱贫攻坚、创建慈善城
市”，昨天的活动现场爱心企业、
单位和个人共捐赠善款超 4.7亿
元，再创慈善日捐款新高。
（更多内容请阅读AA06版）

服务疫情防控 助力脱贫攻坚

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开幕

客商云集发力5G产业等新兴重点领域
尹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扫码看
视频新闻

2020年全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第三次工作交流会召开

结合基层重点工作总结
交流经验相互促进

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