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效益前5位

中牟县 新郑市 新密市
灵宝市 沁阳市

发展潜力活力前5位

新郑市 巩义市 新密市
荥阳市 禹州市

农业基础能力前5位

滑 县 邓州市 固始县
唐河县 永城市

去年我省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榜单

新郑市 荥阳市 中牟县 新密市 巩义市

新郑市 荥阳市 中牟县
巩义市 新密市

义马市 巩义市 新郑市
新密市 长垣县

新郑市 荥阳市 巩义市
义马市 新密市

发展规模水平前5位

发展结构前5位

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评价前5位

民生幸福前5位

数据来源：《2017年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质
量评价报告》 制图/胡冰洁

郑州 洛阳 许昌 焦作
新乡 邯郸 蚌埠 南阳
济源 安阳

2017年中原经济区
省辖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

（前10位）

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使得我省
经济增长动能显著增强；国家战
略叠加效应凸显，多重利好进一
步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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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6
月 24 日至 29 日，国家行政学
院第 9 期厅局级正职公务员
进修班 50 名学员，来到红旗
渠干部学院、焦裕禄干部学
院开展为期 6 天的体验式教
学。国家行政学院、省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参加教学活
动。

在豫期间，进修班学员先
后来到红旗渠纪念馆、谷文昌
纪念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焦桐”树下等地开展现场教
学。在体验教学环节，学员们
置身第一现场看凌空除险、铁
姑娘打钎表演，走太行天路、
观摩“天路堡垒”基层党建示
范点桃花洞村，聆听授课教师
深情讲述。在专题交流和讲

座环节，学员们与当年参与防
治风沙的兰考群众代表互动
交流，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
讲述她眼中的父亲，观看专题
访谈片《巍峨山碑·杨贵篇》
《我眼中的焦裕禄》，参加专题
讲座《红旗渠精神及其当代启
示》《焦 裕 禄 在 兰 考 的 475
天》，全方位感悟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的丰富内涵。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次体
验式教学有感动、有感悟，精
神受洗礼、思想有升华。作
为领导干部，要把学 习 弘 扬
焦 裕 禄 精 神 和 红 旗 渠 精 神
落到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坚
定 理 想 信 念 、提 高 履 职 能
力 ，为 实 现 中 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③9

国家行政学院厅局级正职公务员进修
班来豫体验式教学

锤炼党性修养 提高履职能力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发布

我省经济增长动能显著增强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7 月 4日，
省社科院公布《2017年中原经济区省
辖市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郑州作为
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排
名第一。

中原经济区以郑汴洛都市区为核
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我省全省
并延及周边安徽、山东、河北和山西的
部分地区，共包括 30个省辖市和 3个
区、县，覆盖面积约29万平方公里。至
2016年底，中原经济区经济总量仅次
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成为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增长极。

2017年中原经济区省辖市经济综
合竞争力评价的 27个基本指标，涵盖

了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发展质量、科技
创新、城乡结构等多个维度。报告通过
定量分析得出了省辖市经济综合竞争
力的排名：郑州市在 27个基本指标方
面，有20项均居第1位，稳居综合竞争
力排名第一。洛阳作为中原经济区的

副中心城市，紧跟郑州，在综合竞争力
中排第二。排名第3到第10位的分别
是许昌市、焦作市、新乡市、邯郸市、蚌
埠市、南阳市、济源市、安阳市。

从河南的省辖市来看，郑州、洛
阳和焦作的综合竞争力排位和上年
保持不变，除了南阳、鹤壁和信阳排
名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省辖市均实
现上升。其中，南阳市特色比较明
显，经济发展的规模类指标排名比较
靠前，但人均指标、结构指标以及支
撑要素方面相对靠后。如何利用经
济总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将是各省辖市未来发展的重
要课题。③9

中原经济区省辖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揭晓

我省 8城进前十

•地表最强——四轮摩托激情体验
•夜魏坡
•万人见证优质乳
•汉魏风·健康城——汉魏美女游孟津
•万里黄河孟津蓝·津津有味全鱼宴
•全国双胞胎·共享孟津蓝
•画笔绘出新生活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

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发来文件：
自 7月 3日起，黄河小浪底开启洪水调度调水
运用模式。届时，小浪底工程再次开闸泄洪，
进行调水调沙，黄河激流喷涌而出、一泻千里，
呈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旷世奇观。

7月5日，中原看海——2018中国（孟津）黄
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磅礴启幕，丰富多彩的活动
内容和气势磅礴的调水调沙盛况交相辉映，为广
大游客奉上了丰富的黄河文化旅游盛宴。

黄河旅游带是国家旅游局推介的国际品
牌旅游线路之一，全力打造黄河小浪底滨水休
闲旅游目的地是《河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
的重要内容，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整合沿黄旅

游资源、打造大黄河旅游国际品牌恰逢其时。
据悉，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上

坝体最长、库容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世界级
水利工程。一年一度的小浪底调水调沙使黄
河激流喷涌而出形成壮美飞瀑，堪称“世界上
最壮观的泥沙瀑布”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
游客亲近母亲河、观瀑小浪底。此举也有效拉
动了洛阳、济源两地的旅游业以及三产的发
展，惠及了两岸百姓。

本届文化旅游节将充分发挥黄河小浪底旅
游资源的独特性，以孟津为中心，联动洛阳、三
门峡、济源三市，及三县三区（孟津、新安、渑池
和吉利区、陕州区、湖滨区）旅游资源，推出一系
列精彩活动，打造黄河小浪底国际旅游品牌。
本届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将整合沿黄旅游资

源，续写“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篇章，助
推孟津旅游产业转型发展，助力黄河小浪底旅
游区向国际滨水休闲旅游目的地迈进。

来孟津耍吧！
小浪底旅游区稳步向优质旅游阶段迈进，

中原看海——2018中国（孟津）黄河小浪底文
化旅游节值得期待！

三纵两横游孟津 精彩活动待客来

黄河文旅盛宴 尽享观瀑之旅

中原看海巨瀑滔天中原看海巨瀑滔天 黄河飞歌再奏华章黄河飞歌再奏华章

20182018中国中国（（孟津孟津））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今日磅礴启幕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今日磅礴启幕

黄河小浪底再次调水调沙黄河小浪底再次调水调沙，，滔天巨瀑呼啸而来滔天巨瀑呼啸而来
银滩十里荷香

黄河全鱼宴

休闲观光农业

活动时间：2018年7月—9月
指导单位：河南省小浪底旅游管理局

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孟津县文化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主办单位：孟津县旅游发展促进局
黄河小浪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孟津）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
2018中国（孟津）黄河彩跑节——奔跑吧青春！

活动时间：7月5日
活动地点：黄河小浪底景区

•2018中国（孟津）空中海洋show
活动时间：7月—9月
活动地点：黄河小浪底景区

•第15届洛阳会盟荷花节
时间：即日起至9月初
地点：会盟银滩休闲农业观光园

•孟津瓜果飘香嘉年华——黄河人家万人抖音秀
时间：7月—9月
地点：小浪底石榴主题公园—常袋红提庄园—

千度红葡萄主题公园—S314绿色田园农业休闲采摘线
•黄河小浪底观瀑活动

活动地点：黄河小浪底景区
•首届中国·孟津全国摄影大赛

时间：即日起至12月 30日
地点：孟津全域城市风光、山水景点、名胜古迹等

•中国（孟津）龙熙花田薰衣草文化嘉年华
时间：6月至7月 9月至10月
地点：龙熙花田薰衣草庄园

•万人研学旅行——行走在路上的“活”课堂
时间：7月—9月
地点：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三彩小镇、

汉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王铎故居
•激情户外·相约孟津——千人音乐啤酒帐篷节

时间：8月
地点：凤凰山森林公园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2017年河南经济运
行主要态势如何？2018年经济发展走势怎样？
7月4日，由省社科院主办的《河南蓝皮书：河南
经济发展报告（2018）》出版暨推动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在郑州举行。蓝皮书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深入系统回答了上述问题，并对新
时代河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报告指出，2017年，我省坚持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统筹稳增长与调结构、扩需求与促
转型、抓改革与防风险、谋发展与惠民生，经济
运行继续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

在分析我省经济发展环境时，报告认为，全
球经济开启新一轮复苏，形成全省2018年经济
发展的利好局面；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使得我
省经济增长动能显著增强；国家战略叠加效应
凸显，多重利好进一步凝聚；新型城镇化稳步推
进，内需进一步扩大；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
展空间持续扩大等，都为我省经济趋稳趋好提
供了有利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去一降一
补”的继续推进，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等，对2018
年的生产和经营也形成了一定挑战。

经过综合判断，报告认为，2018年全省经
济仍处于结构调整中，工业增速将小幅回升，消
费基本保持稳定，投资、出口增速则面临一定的
下行压力，物价水平将有所上行，经济增长与
2017 年大致持平，预计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7.5%左右。从主要经济指标看，预计今年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左右，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1%左右，出口预计增长10%。

报告认为，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
扩大有效需求，全力稳定工业增长；要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扩
大改革开放，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着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做好民生保
障工作，实现经济、民生互促互进。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离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
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7 月 2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河南省交易团组织工作会议
在省商务厅召开。会议透露
了河南团的预定目标：参会企
业 1500 家 ，参 会 人 员 达 到
5000人。

需要提醒广大采购企业
注意的是，河南的参会工作指
南和报名登记办法已经编发
公开，登录河南省商务厅官网
就能知晓，现在已有 100 多家
企业在线下提出了参会意向。

如果您是专业观众（包括
采购商，以及来自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方面的
专业人士）必须提前报名，博
览会不接受现场报名。专业
观众可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官网报名 (网址 www.ciie.
org)，登录官网主题栏“专业

观众”项下的“参观预登记”在
线注册报名,注册登记后可在

“专业观众”项下的“观众登
录”查阅相关信息。填报信息
中所需的交易团邀请码可在
商务厅网站下载，或与进口博
览会河南交易团秘书处联系
取得。

另外，咨询进口博览会河
南参会有关事宜,请致电进口
博览会河南交易团秘书处(河
南省商务厅)0371-63576775。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省将充分利用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机
遇，加快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
加优质商品供给，积极创新消
费制度，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推动我省由消费大省向消费
强省转变；抓住进口博览会契
机，提升全省外贸进口水平，
推动外贸均衡发展。③9

1500家豫企将亮相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