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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 17日，省社科院《河南经
济蓝皮书》发布全省各县市幸福指数，新
密位居全省 108个县（市）之首。

居于首位的幸福指数来自哪里？
近年来，新密市紧扣郑州都市区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引
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网格化管理长效
机制建设“三大主体”工作，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
步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数字中看民生改善
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33所、中小学

7所，3所公办高中全部达到省级示范性高
中标准，高中教育质量跃居郑州县（市）第
二位。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教
科书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中医院、妇
幼保健院迁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等项目
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
成效。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 2.7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7万人，发放小额担保
贷款 3.1亿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市参
加各项保险 50.8万人次，累计征缴参保基
金 18.6亿元，发放各类保险待遇 15.4亿元。

统计显示，新密累计投入资金 84.5亿
元，实施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医疗卫生等
民生工程 15大类 81项。

建设中看城乡一体化推进
新密把中心城区作为统筹城乡、以城

带乡的主体，拉大城市框架，增加城市厚
度，完善城市功能。累计实施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 68个，完成投资 83.6亿元。
以城区东部“溱水路—密州大道”和西部

“东西大街—长乐路”为轴线，规划建设双
十字景观大道。目前，中心城区建成区面
积达 25平方公里，聚集人口逾 25万。

强化交通路网的基础性先导性效应，
累计投资 75.4亿元，建成和在建交通道路
项目 106 个 314.7 公里。郑登快速通道新

密段建成通车，省道 321郑尧高速至新郑
界段改造基本完工，大学路南延、国道 343
改建、省道 323建设、县道 029改造等施工
进展顺利，商登高速新密段开工建设，新
建和改造了一批乡村道路，“六纵六横、内
捷外畅、城乡一体”的路网架构基本形成。

规划建设的四个新城镇已完成投资
48.5亿元，新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175个。把全市社区分为“六种模式”规划
建设，实施“125”规范化配套，每个社区都
配建水、电、路、气、暖、幼儿园（小学）、卫生
室、超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综合服务中
心等 25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通过建立完善“六个一”工作体系（一
个组织体系、一个规划体系、一个政策体
系、一个行动计划、一个建设导则、一个考
评体系），累计完成投资 721.2 亿元，新密
城镇化率达到 52.8%。

发展中看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主导、服务业优

先、现代农业为基础，大力推进产业集聚
区建设、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加快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目前该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3∶64.5∶32.5，产业集聚区累计完成基础设
施投资 20多亿元。

累计确定重点建设项目 461 个，计划
投资 408.5亿元。新密电厂二期 2×100万
千瓦机组、东方安彩年产 10 万吨耐火材
料、渡森服饰年产 300万件服装、金鑫机械
年产 30 台 1600 吨液压设备制造、梦祥银
饰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规划建设超化多功能耐火材料工业
集聚区、曲梁国家新型材料示范园等五大
专业集群区，“一区四园一中心”发展格局
已经形成。服装产业承接郑州服装批发
市场外迁取得积极进展，已开建面积 58.8
万平方米，签约商户 176家，入驻生产经营
商户 68家。

幸福就在这里
□郑州观察记者 李 林 本报通讯员 李绍光

郑州高新区，一块 99 平方公里
的创业热土，聚集着全省七成以上的
骨干软件企业、全省一半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的高新技
术企业、全省十分之一的上市企业。

2 月 2 日，郑州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赵书贤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将以建设千亿科技城为使
命，以打造“北斗云谷”国家级品牌为
抓手，通过五年的努力，使高新区跻
身全国高新区第一方阵。

高位谋划 思路明晰
“做明白”，必先“想明白”；知道

“如何干”，必先知道“干什么”。2014
年以来，郑州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经过多次会议和各级干部建言献策，
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使命、一条主线、
两个目标、三大战略”的“1123”发展
思路，即按照省、市建设中原经济区、
郑州都市区和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的部署和要求，以建设千亿科技城
为使命，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
线，以实现全域城市化和建成六星级
产业集聚区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动
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打造“北斗
云谷”国家级品牌为抓手，通过五年
的努力，使郑州高新区跻身全国高新
区第一方阵。

经过不懈努力，2014年郑州高新
区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稳 步 增 长,GDP
201.4亿元，增长10%；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 25.5亿元，增长 25.9%；固定资
产投资266.3亿元，增长20.8%；利用域
外资金 107亿元，增长 18%；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82.6亿元，增长6.1%；营业
收入突破1200亿元，增长20%。

北斗云谷 创新驱动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正在

实施的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成为和美国 GPS、俄罗
斯格罗纳斯、欧盟伽利略系统并称的
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2014年，郑州高新区依托解放军
信息工程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科研
院所北斗导航技术强大的研发力量，
全力实施北斗全产业链发展战略，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北斗云谷战
略正在扎实推进，已聘请国内外顶级
规划咨询机构编制“北斗云谷”总体
发展规划，谋划建设北斗产业技术研
究院、国家级北斗重点实验室、国家
级北斗用户机测试鉴定中心等；总投
资 50亿元的郑州北斗产业园项目建

设方案已通过专家论证。
郑州高新区以北斗产业为引领，

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
发展硕果累累：已聚集了郑州大学、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 4 所大学，9
个国家级研发机构，8个部属研究院
所，487家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千亿科技城 扬帆远航
今年，高新区积极适应新常态，主

动引领新常态，全力加快千亿科技城
建设，着力“谋长远、破瓶颈、夯基础、
铸优势”，实施“五大攻坚”：一是以全
域城市化为目标，攻坚新型城镇化。
安置房建设新开工面积 200 万平方
米，总开工面积达到 1300万平方米。
二是以建设千亿科技城为重点，攻坚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发展一个战略性
产业——北斗导航与遥感产业，打造

“北斗云谷”国家级品牌。发展一个支
柱性产业——信息技术应用产业，打
造物联网、智能电子电器、智能装备制

造、电子商务、软件网络与数据信息服
务、广告创意六大集群，着力提升产业
规模。发展一个驱动型产业——科技
服务产业，营造更加良好的创业环
境。三是以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为抓
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成立 2-3家
产业技术研究院，推进国家重点实验
室等研发机构建设，新增市级以上研
发机构 50家，总数突破 500家，建设国
家创新型园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
区。四是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为方
向，攻坚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社会管
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五是以方便群众生活为出发点，攻坚
民生改善工程。引进并开工建设 1家
三甲医院，新开工 6所、续建 10所中小
学幼儿园。

这座高新科技之城，正在爆发出
非凡的力量，乘风破浪，一路远航。

北斗云谷“领航”千亿科技城
□郑州观察记者 栾 姗 本报通讯员 彭瑞华

户外气温骤降，寒气逼人，而位于
惠济区开元路木马东街一施工工地，
施工进度却丝毫未减。这是记者日前
在惠济区迎宾路街道木马村安置房建
设工地看到的场景，这里首期 9栋安
置楼已封顶 8栋，27万平方米的建筑
体量，让村民着实吃上了定心丸，他们
都翘首以盼着春节前回迁，搬入新居。

在惠济区采访，相距不远就能撞
见林立的塔吊和繁忙的施工场面；不
几日，这里楼层便飞快拔高、进度日
新月异。在去年 10月份数据统计中，
住宅均价达 10897元/平方米，一度拔
得郑州市场头筹位置。其中，不乏迎
宾路办事处这样的“领头羊”。据了
解，2014年迎宾路辖区内 7个村庄全
部征迁完毕，提前完成三年行动计划
目标，率先在该区步入全域城镇化，
村民也都将华丽转身成为市民。迎
宾路办事处的变化，见证着该区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力度，书写着惠济区发
展的一个又一个加速度。

2014年，惠济区紧紧围绕郑州市
“三大一中”战略定位，主动融入，勇
于担当，以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河
田园城区为发展目标，锲而不舍地推
进三大主体工作，以“六个切入点”为

重点，深入开展了“五比五看五加快”
活动，新型城镇化工作多点开花，区
位发展的规模日趋明显。

安置房建设旧村征迁交叉推进
惠济区突出安置房建设和旧村

征迁两个重点，抢抓政策机遇，加速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区 54个行
政村中，目前正在推进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 26 个，已经开工的达 24 个、910
万平方米，累计建成安置房主体 384
万平方米，回迁村民 7175人。在郑州
市确定的重点区域征迁改造中，顺利
完成固城、兴隆铺整村征迁，提前一
年完成三环内 3个整村的征迁任务；
27个需征迁村全部启动，85%的村已
完成或部分完成。该区打出以征开
局、以征促建、以建促改的“组合拳”，
短短一年，给全区群众提交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

与主城区越来越近
惠济区大部分区域在三环以外，

在道路建设方面历史欠账较多，辖区
配套设施滞后，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大力推进，在积极完成市政道路修
建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该区 2014年格

外发力，大胆晒出了 4.7亿元修建区级
道路“民生大单”，实现 11条道路建成
通车，涉及征迁面积 60多万平方米。
仅去年一年的交通道路建设总数量，
就创造了该区的历史新纪录。岁末年
初，惠济区又规划了 27条道路的建设
任务，力争实现区域内任何一点五分
钟上环道、十分钟上高速的通达目标。

城区功能品质不断提升
启动了北郊热源厂建设，5 台锅

炉已经安装完毕，现正在组装配套电器
设备，彻底终结郑州北区没有暖气供应
的历史。建设完成马头岗污水处理厂
二期污水处理区，于去年9月30日通水
调试。新建丰产、苏屯变电站、双桥污
水处理厂以及天河路公交场站……这
些体现城区承载功能的硬指标，纷纷
花落惠济。区人民医院异地竣工、惠
仁医院三栋主楼开建、郑州市三院全
面开工等，促该区医疗卫生资源更趋
合理、均衡。去年，该区投入 2.5亿元，
启动实施中小学建设项目 15 个，新
建、改扩建、迁建小学 8所，扩建初中 1
所，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 5.7万
平方米，新增 170个教学班；新建幼儿
园 4所，建成后可容纳 39个幼儿教学

班；这意味着，该区沿中心城区开元路
中心轴两翼，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
高中的优质教育资源体系布局已成
型，教育强区发展目标不再遥远。

生态优势进一步凸显
投资 1.7亿元，用于固本培元、提

升生态成果。“两环三十一放射”涉及
该区北三环、北四环、中州大道北段、
江山路、京广快速路北延等，共计 8条
生态廊道建设任务。2014年，除个别
在建道路正在施工暂无法实施绿化
外，辖区内四港联动快速通道、北四
环过村路段、中州大道北段、北三环
生态廊道绿化景观已经全部完成，绿
化栽植面积约 150.7万平方米。按市
定节点，完成对古树苑改造一期工
程；在全市率先完成了规划中的青少
年公园的征迁任务，面积达 9.85万平
方米；占地 240亩的惠济中央公园也
正在优化方案、静待开工。新造林
3750亩，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任务圆满
完成。启动蓝天碧水工程，拆改燃煤
锅炉任务全部完成，无燃煤区自 2011
年的 1.5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 26.5
平方公里，无燃煤区达建成区面积的
42%，空气质量稳居市内各区前列。

加速推进田园城区建设
□郑州观察记者 何 可 本报通讯员 连敬春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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