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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工程”演绎“
经开速度”

10月10日上午，航空港实
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樊福太
率队走进“双十工程”部分重点
项目建设现场观摩；下午，经开
区上下齐心，召开分析点评各
项目推进情况的会议。

观摩现场，经开五中、瑞锦
安置区、海尔热水器项目、上汽
零部件园、郑大二附院、宇通电
池基地、汽车口岸等项目进展
有条不紊，各项目建设滚滚热
潮扑面而来。

今年前三季度，郑州经开
区“双十工程”完成投资165.7
亿元，对投资拉动作用明显，新
开工项目161个，竣工投产（投
用）项目81个。其中，十个重
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81.5 亿
元，新开工项目16个，竣工投
产项目2个；十类重点工程完成
投资84.2亿元，新开工项目145
个，竣工投用项目79个。十个
重大产业项目中，上汽乘用车
基地项目推进迅速，新开工上
汽二期项目、上汽动力总成项
目，零部件园区开工项目6个，
竣工项目1个。宇通整车项目
有序推进，各项工程进度已全
面赶超计划进度。十类重点工
程中，安置房建设工程、绿化景
观工程、电力设施工程、滨河新
城等建设齐头并进，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不断扮靓区域形象。

“十个重大产业项目的示
范引领作用逐步显现，为经开
区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产业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十
类基础设施重点工程的快速推
进，全区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
持续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成
效显著，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
持续改善。”樊福太点评时说。

“双十工程”的快速推进，
直观体现在数据上。今年1-8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完成249.7 亿元，同比增长
13.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16.7%；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完 成 1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2%，增速排名郑州市第一；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45.1亿
元，同比增长19.1%；财政总收
入完成182.5 亿元，同比增长
25.1%，全区所有经济指标均
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经开区
谋划实施超亿元产业项目116
个、总投资1446亿元，并明确提
出以“双十工程”为工作主线，全
力推进上汽乘用车基地项目、宇
通整车基地项目、京东亚洲一号
项目、中铁高端智能化装备产业
园项目、海尔创新产业园项目等
10个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
类项目和安置房建设工程、教育
文化工程、医疗卫生设施工程、
绿化景观工程等十大类政府投
资重点工程。

忆往昔！270多个日夜奋
进，经开人创造了“经开速度”。

主导产业挑起发展“大梁”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
是区域竞争力的根本体现。

在郑州乃至全省的产业版
图上，郑州经开区浓墨重彩。
奋进新时代，郑州经开区致力
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加快推
进以“双十工程”为代表的重点
项目建设，不断优化产业布局，
加快转型发展，全力打造“汽车
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现代物
流”三大主导产业集群，推动经
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
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在郑
东南顺势而起。今年前三季

度，郑州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高速增长，预计完成产值
555亿元，同比增长21%，占全
区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生
产整车 30 万辆，同比增长
50%。其中，上汽预计实现产
值76.5亿元；广州风神预计实
现产值 245 亿元，同比增长
19%；海马轿车预计实现产值
33.4亿元；宇通客车预计实现
产值113亿元，同比增长3.4%。

装备制造业乃“国之重
器”。9月29日，中国中铁工程
装备集团研制的国内最大直径
15.8米盾构机“春风号”成功下
线，为郑州经开区高端装备制
造业发展写下新的注脚。

郑州海尔创新产业园工地
上，海尔热水器项目正紧张施
工，这个投资10亿元的“工业
4.0互联工厂”将于明年9月建
成投产，年产燃气热水器300
万台，热泵热水器60万套，达
产后年产值85亿元以上。

深入践行“三个转变”重要
指示精神，郑州经开区装备制
造业实现平稳增长。前三季
度，郑州经开区装备制造业预
计完成产值247亿元，同比增
长6%。其中，海尔预计实现产
值57.2亿元，同比增长14.1%；
富泰华预计实现产值52亿元；
郑煤机预计实现产值47.5 亿
元，同比增长72.2%；中铁工程
装备预计实现产值47亿元，同
比增长1.9%。

借综合交通枢纽之利，携
海铁公空“四港一体”多式联运
体系之便，郑州经开区现代物
流业发展不断上演“速度与激
情”，初步构建起以总部经济为
主要标志的现代物流产业集
群。今年前三季度，现代物流
业预计完成营业收入 598 亿
元，同比增长8.3%。值得一提
的是，在“双十工程”中，国药二
期、民安、九州通、安澜、华润等

5个医药及医疗器械物流项目
推进迅速，一个千亿级的医药
物流产业园区正应运而生。京
东“亚洲一号”项目提速建设，
该项目旨在建设以现代信息技
术为依托，以公路、铁路多式联
运为特色，集物资集散、运营结
算、城市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
现代化智能物流运营中心，项
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年销售额
可达100亿元以上。

抓牛鼻子！三大主导产
业，引领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吹响第四季度的“冲锋号”

“经开速度”背后的成功密
码是什么？是一群敢闯敢拼、
攻坚克难的经开人，更是一套
以项目带动、项目化推进为抓
手的新时期发展体系。

为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郑州经开区建
立了“1+1+1”领导分包服务机
制，由一名区领导牵头，一个部
门具体负责，一名科级干部对接
服务，产业项目建立服务部，工
程项目建立指挥部，坚持一线办
公，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
项目推进提供全过程、一站式服
务；建立了“周例会、月观摩、季
讲评”项目推进机制，坚持每周
一汇报、每月一观摩，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建立了目督查通报排名机
制，定期跟进督导，对推动项目
不力的单位进行挂牌督办和责
任追究，有效压实责任。

10月10日召开的“双十工
程”观摩点评会议，既是对前三
季度发展的一次“大检阅”，更是
吹响决战第四季度的“冲锋号”。

“第四季度是全年的关键
期、冲刺期，我们要紧紧围绕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市委十一届
七次全会精神，按照年初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统筹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全
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樊福太
说。决战四季度，决胜全年，郑
州经开区上下加压奋进，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开辟
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待明日！大干80天，不打
折扣完成全年既定目标。

8大要求决战“收官季”

目标“既定”就要完成，如
何不打折扣、高质量完成全年
目标？樊福太要求：

一、全力推进“双十工程”
建设，紧抓这一中心工作不动
摇，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头等
大事，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
展的主抓手，落实好各项制度，
科学安排抢抓进度，确保完成

年度建设任务。
二、高质量推进产业发展：

深入贯彻“三个转变”重要指
示精神，加快推动三大主导产
业转型升级，形成集群优势，实
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加
快推动十个重大产业项目和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建设，突出抓
好上汽乘用车基地项目、宇通
整车基地项目、京东“亚洲一
号”项目等重大产业项目的推
进工作，加快上汽发动机工厂
项目和上汽大数据中心项目建
设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争取再签约引进一批重大主导
产业项目，力争全年汽车及零
部件、现代物流产业双双突破
1000 亿元，装备制造业突破
500亿元。

三、高质量构建开放创新
格局：抢抓新一轮对外开放战
略机遇，高质量建设“陆上丝绸
之路”和“网上丝绸之路”。加
快自贸试验区经开区块建设，
加快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
规划建设，持续扩大中欧班列
（郑州）的国际影响力，全年确
保开行650班、力争开行700
班以上。强化创新引领作用，
完善平台载体建设，高效推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四、加速推进新型城镇
化。把握“以建为主、提升品
质、扩大成效”的阶段性任务，
按照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理念，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强
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快
安置房建设步伐，全面加快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

五、积极主动推进重点领
域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实施“容缺受理”、“一口受
理、集成服务”，为群众办事提
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的“一站式”服务；深入推进
国有企业整合。

六、高质量推进生态建设。
七、统筹协调社会事业

发展。
八、科学谋划明年工作。

“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
作，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
的领导，把好方向、管好全局、
做好决策、强化保证，确保中
央、省市决策部署在经开区落
地生根。”樊福太如是强调说。
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不断强化抓好党建
是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是第一
要务的思想，以党建高质量推
动发展高质量，把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加强党建成效体现到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实干成就事业，奋斗铸就
辉煌。郑州经开区广大干群，
闻号而动、决战四季度，齐心协
力、大干八十天，确保圆满完成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
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新篇章。

核心提示 金秋十月，只争朝夕。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片热土上，十个重大产业项目、十大类政府投资重点工程朝着全年既定
目标“冲刺”。

击鼓催征，决战决胜。今年以来，郑州经开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工作总格局，以“双十工程”为主线，实施项目带动、项目化推进，攻坚克难，加压奋进，在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征程中
奏响“发展强音”。

冲刺！高质量完成全年发展目标
——郑州经开区观摩点评第三季度“双十工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王新昌 通讯员 王倩倩

郑州经开区举行“双十工程”第三季度观摩点评会，重点分析点评“双十工程”推进情况。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副主
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樊福太对前三季度进行了全面总结，对第四季度工作安排部署。通讯员 郭威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