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强”带动“产业强” 新旧动能转换激发澎湃力量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统筹：孙友文
美编：王姿 校对：一广AA04-05

落实融入国家战略 放大“枢纽＋开放”优势

郑州坚毅迈向更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 侯爱敏/文 马健/图

早晨，清脆的鸟鸣回荡在“天
地之中”嵩山历史建筑群间；傍晚，
火红的霞光映照在宽广的黄河河
面上。

这里是郑州——一座面朝黄
河、背靠嵩山的城市，中部地区崛
起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两大战略在这里叠加，阔步前
行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国家中心
城市的征程上。

这里是郑州——一座拥有
3600年历史的古都，如今已发展
成为地区生产总值1.2万亿、常住
人口1260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1259亿元的特大城市。

这里是郑州——近年来，这片
土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河南、郑州工作的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
部署，抢抓战略叠加机遇，锚定现
代化、国际化和创新强、枢纽强、
生态强、文旅强、法治强的“两化
五强”目标，积极探索形成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体系，经
济规模持续攀升，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城乡面
貌大幅更新，民生事业全面发展，
社会正能量越来越充盈，城市精
气神越来越昂扬。

本月初，新华社全国分社视频
记者齐聚这里，遇见郑州之美、挖
掘郑州之新、发现郑州之变，用一
组组视频向世人展现一个立体而
生动、古老又新潮、传统又开放的
郑州。

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
创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依靠。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补
齐科技创新短板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以人才为核心集聚
创新要素，在全市布局 60个
小微企业园，大力实施“三
高”企业成长培育计划。去
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26万
户、增长 24.2%，今年前 4个
月新增 8万户，总量达到 143
万户。其中，全市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870家、增长 42%，
总数达到 2918 家，占全省
45%以上；今年一季度，全市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7%，新申报入库高新技术
企业 1000余家，登记入库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635家，
占全省的54%。

特别是以规划建设中原

科技城为引领，着力打造郑
州新旧动能转换发动机、中
原地区科技创新策源地、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目前，已有 84个高科技项目
签约入驻，总投资达到 1300
亿元，带动全市形成了科技
创新的浓厚氛围。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河南、郑州提出的
重要要求。随着阿里巴巴、
新华三、浪潮集团、中软国
际、上汽、恒大新能源、奥克
斯等一批领军企业先后落地
郑州，全市工业加快数字化
转型步伐，产值稳定增长、结
构不断优化。

2020年，全市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6.1%，在 35个大
中城市排名第七，全省排名
第一，为近 20 年来最好位
次；工业投资增长 20.9%，其

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52.6%；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技术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分
别达到 38.8%、33.3%。今年
1~4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25.2%，其中高技术产业
同比增长48.7%。

特大城市的发展，离不
开现代服务业的有力支撑。
立足区位枢纽、特大城市市
场需求、文化底蕴深厚等比
较优势，郑州打造国际物流
中心、消费中心、文旅中心的
步伐越来越坚定。

今年一季度物流业增加
值增长22.2%，1~4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4%，成
功举办“黄河文化月”活动，
积极推动郑汴洛“三座城三
百里三千年”世界级文化旅
游带建设。一个更加时尚、
现代的郑州正在阔步走来。

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
幻，郑州坚持以自贸区为引
领、以综合性交通枢纽为依
托，不断拓展延伸“四条丝绸
之路”，着力形成国内大循环
的战略节点、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战略联结点。

2020年，全市进出口贸
易额完成 4946.4亿元，同比
增长19.7%，其中“空中丝路”
完成货邮吞吐量 63.9万吨、
增长22.5%，增速居全球大型
机场首位。今年 1~4月，进
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83.5%，
增速保持全国领先，其中航
空货邮和旅客吞吐量同比分
别增长 59.7%、60.3%；中欧
班列开行班列数、货值、货重
分别同比增长 97.6%、86.8%
和92.2%；跨境电商交易额同
比增长41.5%；铁海联运量增
长74.3%。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
的“水和空气”，是城市最重
要的竞争力、最根本的发展
条件。

郑州以数字郑州“城市
大脑”建设为平台，深化以
“一件‘事’”为牵引的“一网
通办”改革、不断优化对企业
和群众的服务，深化以“一
‘事件’”为牵引的“一网统
管”改革、提高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完善政务服务网、城
市治理网一体建设的“数字
郑州”模式，上线惠企政策
“亲清在线平台”、实现“免申
即享”，开发应用场景118个，
成为全国首个全场景数字化
运营城市。

2020年，国家发改委测
评的营商环境便利度综合得
分及排名中，郑州是全国提
升幅度最大的三个城市之

一。在国务院电子政务办公
布的全国重点城市一体化政
务服务能力总体指数排名
中，郑州由 2018年的第 22名
前移至第10名。

同时，我市把公共服务
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来
打造，坚持“先宜居、后宜
业”。坚持不懈筑牢疫情防
线，加快完善以100个政府主
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

础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持
续加大教育投入，近两年新
增 354所公办幼儿园，20所
高中外迁腾出空间，市区中
小学新开工 68所、新投用 53
所，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占
比下降到 8.8%；在全国率先
全面实施中小学午餐配餐和
免费课后延时服务，减轻家
长负担，受到社会各界一致
好评。

疣鼻天鹅在北龙湖生下
“二胎”，大雁再回雁鸣湖，越
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开始在郑
州安家落户。

无论是郑州市民还是外
地游客，无论是行走在背街
小巷还是通行在城市快速
路，映入眼帘的总是高大的
法桐。

随着我国进入生态文明
时代，郑州深入贯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
握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要求，下大力气解决水、
气、绿的问题，郑州的天越来
越蓝、水越来越清、绿越来越
多、花越来越艳。

水的方面，聚焦“保安

全、清乱象、强节水、优生态、
美环境”，大力实施控导工程
全线加固工程，扎实开展沿
黄“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坚
持节约用水，制定实施《节水
型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统筹使用南水北调水、黄河
水、中水等水资源，持续压采
地下水，近年来累计压采
9648 万立方米、封填井数
3225眼，2020年郑州城区深
层地下水水位回升幅度位居
全国重点监测城市前列。

气的方面，市域散煤、主
城区煤电、燃煤锅炉全部清
零，累计减少煤电装机容量
239.5万千瓦，全面实施营运
车辆新能源替代。去年

PM2.5平均浓度下降至每立
方米 51微克，优良天数比上
年增加 53天达到 230天，综
合指数在全国重点城市排名
前移至后 23位，今年前 5个
月进一步前移至后31位。

绿的方面，结合郑州北方
城市、平原城市特点，在沿黄地
区、交通通道两侧，大力实施绿
化工程；在城区内全面开展拆
墙透绿、口袋公园建设，绿化水
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去年共
完成国土绿化 39.5万亩，新
增城市绿地6268万平方米。

在郑州迈向现代化国家
中心城市的铿锵步伐背后，
是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进入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新形
势新任务，科学谋划发展蓝
图，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栉风
沐雨、砥砺奋进；是全市人民
大力弘扬团队精神、工匠精
神、奉献精神，以高昂的精气
神投身郑州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
领未来。

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绿城儿女必将更加凝
心聚力谋发展，郑州必将不
断迈上发展新台阶，市民的
生活必将更加幸福愉悦！

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以人为本，城市加快转型、人口加速集聚

市委、市政府在科学把
握郑州发展阶段特征、发展
趋势的基础上，明确了“东
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
外联”的城市发展格局，完善
了“一主一副三城三组团”和
主城区六大片区，规划建设
32个城市核心板块，坚持走
好多中心、分布式、网络化、
“三生”融合的发展路子，推
动城市形态、业态、结构转
变，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
既“大”又“强”。

城市是人民生产生活的

重要空间，良好的城市环境
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以
道路综合改造、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城乡接合部综合改
造和城市精细化管理为重点
的“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开
展断头路打通工程，促进老
城区有机更新。

目前，全市已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1687个（涉及32万
户）；完成主干道改造 14条
170公里，支小路改造 124条
132.8公里；115条断头路打

通工程已开工 65条。以 50
个精品村、300个示范村建
设为引领，深入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目前，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生活
污水处理率达到 87.8%，无
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0%以上。

随着这些工程的深入推
进，郑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
城市环境初步形成，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对人
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郑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显示，我市以 1260
万的常住人口，跃居全国常
住人口第 10位，成为我省唯
一常住人口超过 1000万的
城市。全省10年新增534万
人，74%增加在郑州。中国
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
（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喻新安认为，人口向郑州集
聚的趋势还会继续，并将呈
现加快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