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出炉
郑州高新区连年攀升至第17位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张红军在大会上作了工
作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是
高新区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
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
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市委、
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高新区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控、保、
稳、进、抬、扛”总要求，锚定2025
年进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

设序列的奋斗目标，坚定国家高
新区功能定位、国家自创区使命
任务、“聚焦智慧产业、建设智慧
社会”的主攻方向、“四链一城”
实施路径，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社会大局保
持和谐稳定。

初步统计，2020年，高新区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1%，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0.7%，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6.4%，特别是郑州
高新区在 2020年出炉的国家高
新区综合评价中位列第17名，连
续两年实现“三级跳”，排名前进6
名，在首次发布的《国家先进制造
业百强园区排名》中，位列全国
387家国家高新区和经开区第45
位，为实现“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
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的
底线思维，高新区构建了“以小
区保社区、以社区保城区”防控
体系，制定了严密清晰的发现、
筛查、隔离、治疗规程，切实守护
了辖区安全、群众安康。

在全市率先开发了疫情摸排
小程序，使用隔离场所电子封条
“防疫隔离报警系统”，实施社区、
物业、楼栋长、楼层长四级联动机
制，建立204个疫情管理服务点，
494名机关国企党员干部下沉一

线，174个临时党支部 6300名党
员舍家忘我、冲锋在前，1450名医
务人员无惧无畏、坚守一线，37万
居民全部纳入健康系统管理，建
立了稳固的“内防扩散”防线。

成立 24小时入境人员管理
工作专班、冷链食品全流程监管
专班，有效遏制外来疫情传播。
列入国家、省市疫情防控物资的
57家重点企业，实行专班驻厂协
调服务，为全市抗疫提供了重要
物资保障。

谋划在先，创新实施高新区
“抗疫八条”、支持中小微企业应

对疫情共渡难关措施 30条等政
策，率先设立 1亿元应急转贷周
转金，高新区跑出了复工复产
“加速度”。全域开展“三送一
强”活动，累计帮扶企业 3.6万
家，解决事项 13.2万个，减缓免
补税费和资金 7.4亿元，帮助企
业解决用工 1.2万人，发放疫情
防疫设备补贴 1683万元、贷款
贴息资金 293万元，谋划实施系
列促消费活动，发放 1000万元
的“西美高新，为郑州加油”电子
消费券、打造“夜经济”消费场
景，有效拉动了消费回暖。

2020年高新区智慧产业发
展提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长城电脑终端产品及服务器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紫光股份智
慧计算终端全球总部基地项目
落地开工并实现新品下线。成
功举办 2020年数智治理领航者
峰会，政企共享的郑州（国家）高
新区“一台多峰”智慧城市实验
场建成并正式投用。

制造业发展增量提质。在
郑州市首次制造业企业“亩均论
英雄”综合评价中 122家企业获
评A类；入选工信部第一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家，占全
省11%；新增省级、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10家、96家；入选
2020年河南省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试点示范项目 10个，占全
省14%；新增郑州市制造业创新
中心 2家；新增市级以上科普基
地2家，获得2020年度市级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称号企业10家。

发展平台不断拓展。坚持
“院校机构+赛事展会+产业”模
式，承办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系列活动，“集智高新区 北斗
系中原”一会一赛一展系列主题
活动，依托新落成的网络安全科
技馆举办“强网杯”系列活动，承
办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赛区暨第十二届河南省创新
创业大赛决赛、2020“郑创汇”国
际创新创业大赛年度总决赛等
活动。组织区内物联网、能源环
保等200余家科技型企业走进阿
里巴巴等龙头企业活动，走进西
安交大、南方科技大学等重点院
校活动，走进郑州国际物流园区、

“走进苏州·精益化管理”应用场
景平台等系列“走出去”活动。

“四个一批”取得突破。备
案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
714家、增长 51.4%；新增高企
300家、增长 36.4%；创新型龙头
企业 14家，分别占省市的 14%、
58.3%；新增河南省质量标杆企
业5家。

新增河南省工程研究中心5
家、占全市31%，分别获评省、市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5家、3家；国家超级计算机郑
州中心通过验收、成为河南首个
大科学装置，新增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1家、省级3家，新成立省
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4个，
新增市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 30
家，新增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22家、占全市35%。

入选“智汇郑州·1125聚才
计划”项目 113个。新备案市级
新型研发机构 4家，信大研究
院、郑大研究院获批省重大新型
研发机构。

双创培育保持领先。新申
报认定省级以上孵化器 3家，市
级以上众创空间11家；5家获评
2020年河南省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占全省的
16.7%；3家企业获批郑州市小
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新成立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4个。

知识产权优势凸显。专利
申请量达到 16284件，专利授权
量达到 10217件；新获批河南省
知识产权强企19家；5家企业获
得河南省专利奖；完成专利质押

融资共计 7800万元。高新区河
南省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
建设以考核第一名的成绩顺利
通过验收。

专利申请量达到 16284件，
专利授权量达到 10217件；新获
批河南省知识产权强企 19家；5
家企业获得河南省专利奖；完成
专利质押融资共计7800万元。

高新区河南省专利导航产
业发展实验区建设以考核第一
名的成绩顺利通过验收。

金融赋能作用增强。新增
注册投资机构、基金 13家，注册
资本 32.13亿元，累计注册金融
机构135家，管理资金855亿元；
利用“中原中小企业成长指数”
和线上“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帮
助区内企业融资约 40亿元，线
下“科技金融广场”累计入驻 45
家，通过路演、引荐对接吸引省
内外创投投资3.48亿元。

设立1亿元风险补偿池专项
资金，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对区内
中小科技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启动百企上市三年行动计
划，天迈科技成功上市、百川畅银
顺利过会、千味央厨即将过会。

政策支持不断强化。完善
“金梧桐”1+6+N政策体系，围绕
促进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
人才引进培育等六方面出台 24
项具体政策，推出“网安十条”
2.0版，出台“工业定制地”土地
出让管理办法，完成工业用地带
产业实施方案挂牌，完善“三天
办四证，拿地即开工”审批，实现
项目落地速度及土地利用效率
双提升。

环境攻坚取得突破。高新区空
气质量实现“八降一升”，2020年优
良天数226天，自1999年有监测记
录以来首次突破200天，大气污染防
治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圆满完成。土
壤安全利用率达到双100%，重点行
业重点重金属排放实现零增长，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实现全覆盖。

安置回迁工作加快。新开工
建设安置房约 77.56万平方米，竣
工安置房约190.21万平方米；新增
交付安置房项目 5个、约 146万平
方米，新增回迁群众约 1.23万人；
完成全部村改项目安置区控规批
复和12个已回迁项目安置房网签
工作，新增网签安置房10904套。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完成市
政工程 23项，建设道路 16.38千

米，新增公共停车泊位4000个、路
内公共临时（全时段）泊位 2181
个、夜间限时泊位 4948个，铺装
23个路段人行道，完成 47个路段
照明工程建设。

新增绿地面积 135.72万平方
米，完成道路绿化25条、屋顶绿化
工程绿化面积 6000余平方米，超
额完成市定任务；新建综合性公
园 2个、游园 35个。核心板块规
划设计、17.5平方公里产城更新
项目全面启动。

城区面貌持续改善。“三项工
程、一项管理”试点完成、全面铺
开；“三大改造”有序推进，完成
“一环十横十纵”涉及我区项目的
立项、设计等工作；完成城乡接合
部工程类项目 33个，打造各类示

范点 5个；拆除遗留户 48户，清运
建筑垃圾（土方）160万余立方米；
加速推进2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整改拆除施工围挡364处、14.4万
平方米，拆除整治各类违法建设
174处；垃圾分拣中心一期项目建
设并投入试运营，新建公厕15座。

数智治理全面开启。“一台多
峰智慧城市实验场”建成投用，完成
政务云平台、大数据中心、数智治理
中心平台构建。建成管委会、办事
处、管理片区、基础网格四级网格管
理体系，辖区内人、地、物、情、事、组
织等全部数字化。建设智能仲裁、
民情直通车等23个智慧平台，推动
在政务、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智慧化
应用，受邀在第六届新型智慧开发
区建设发展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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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政务服务能力持续优化。出
台《进一步推进“一网通办，一次办
成”政务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实现公民个人高频事项“一件事”
一次办成不少于300项；小食品店
登记证、占道经营许可证、个体工
商户执照自助申报、实现证照打印
立等可取。全市率先实施企业开
办“一件事”零成本一日办结。60
余项自助便民常用服务 4类证照
自助申报打印，政务服务向“全天
候”转变。推行“不动产店小二”便
民服务模式，推出“交房即发证”暨
“不动产便民服务网点进社区”新
模式，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审批监管改革持续推进。商
事制度改革方面，深化企业名称登
记改革，持续推进自主申报，减少
核准环节。深入推进注销登记改
革，实行企业注销“一网”服务。深
化全程电子化登记，提高登记工作
信息化、便利化、规范化水平。工
程项目审批改革方面，社会投资类
项目审批压缩至 51个工作日以
内，社会投资类工业定制地项目压
缩至 30个工作日以内，政府投资
类项目控制在 61个工作日以内。
纳税服务提升方面，推广“网上申
领、邮寄配送”方式，开通契税网上
申报。落实首席税务服务官制度，

快速解决企业涉税问题。对享受
疫情减免政策以及符合“资金账
簿”印花税退税的企业加快退税，
优化退税流程，压缩退税时间。

企业服务全面拓展优化。建
立“骨干企业领导分包、规上企业
全面分包、网格企业划区域分包”
三级分包机制，梳理龙头骨干企
业前 100强、行业前 30强、外资外
贸、重点困难企业名单，精准提供
服务。充分发挥各园区运营中心
服务联系企业优势，在坚持“企业
家（科学家）接待日”基础上，探索
建立“店小二”“首席服务官”、楼
宇服务官等服务联络机制。

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发展

民生九项支出 26.19亿元，占
比公共预算支出48.67%。就业创
业服务持续强化。1405家企业享
受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57亿元，
稳定职工 8.3万余人；开展补贴性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1.12万人次，
以工代训 5.3万人次，发放补贴
2655.5万元；设置 69家区级就业
见习基地，提供见习岗位 2000余
个。退伍军人服务管理能力实现

新提升。高品质教育持续推进。
新投用中小学 4 所、新增学位
10980个，8所幼儿园建设完成，7
所中小学主体完成，全区适龄残
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100%。医
疗卫生设施加快建设。建成政府
主导卫生服务中心4个，完成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发热哨点诊室5家；
河南省中医院高新区院区、郑州
市中心医院高新医院建设加快推

进。新增养老机构 1家、床位 170
张；新增医疗机构改造养老床位
项目 2个、床位 60张。全省率先
完成全辖区食品生产及集中供餐
单位食品安全体系检查全覆盖，
荣获“河南省食品安全达标区”称
号。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进一步
加强，建立健全扫黑除恶长效机
制，化解问题楼盘 9件，化解率达
100%。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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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郑州高新区

在最新一次国家高新区评
价结果中，郑州高新区综合排名
在全国169个国家高新区中列
第17位。自2018年在全国高
新区评价排名进入全国前20强
后，郑州高新区实现了一年一个
大发展、一年一个新台阶，
2019年在全国高新区评价排名
第 17名，连续两年实现“三级
跳”……这是从2月9日郑州高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全体会议上
传出的消息。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年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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