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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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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奋斗动人心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 2018 到

2019，时间见证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

1月 3日至4日，新年伊始，郑州经开区

接连召开 2018年度部门领导述职测评会、

“双十工程”述职测评会和2019年度工作会

议，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谋划工作、鼓足干

劲，重整行装再出发。

过去一年，郑州经开区在砥砺奋进中书

写了怎样的“答卷”？在一位位述职者的口

中，答案生动而丰满。新的一年，郑州经开区

在接续奋斗中又将实现怎样的新作为？在

一项项工作的部署中，目标清晰而笃定。

一组组简单的数字，印证着高质量发展

的铿锵足迹。

初步预计，2018年，郑州经开区全年地

区生产总值完成 734亿元，同比增长 10%

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415亿元，

同比增长 1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54亿元，同比增长 12%左右；财政总收入

完成254亿元，同比增长 17.7%；公共财政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68.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6%……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好的趋势、

好的态势、好的气势，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新征程中奏响“发展强音”。

“出彩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两天来，

驻区的郑州市十四届政协委员张巧云按时

参会并现场为述职对象一一打分，“我深切

感受到了经开区的高效率、快节奏、大发展，

真切体验到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和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经开速度’。”

最是奋斗动人心。站在新的起点，郑州

经开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锐意进取

的奋斗姿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不断谱写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个地方的发展,项目建设是“生命线”。
去年以来，郑州经开区紧紧围绕“双十工程”（10个投

资超 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和 10大类政府投资重点工
程）这一工作主线，上下联动、分工合作，克难攻坚、主动
作为，项目建设全面开花、亮点纷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
度”。去年，郑州经开区共实施“双十工程”项目 392个，
总投资11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5.4亿元，上汽二
期、京东“亚洲一号”等167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EWTO
博览中心、宇通电池集成项目等112个项目竣工投用。

在“双十工程”的带动下，省、市重点项目进展良好，
纳入省市考核的43个重点项目超额完成目标，省市下达
的54项重点项目联审联批任务全面完成；实施超亿元产
业项目 106个，完成投资 143亿元；全年新签约项目 57
个，引进境内域外资金82.8亿元。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实践证明，大抓以‘双十
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项目建设，完全符合经开区现阶段发
展实际，符合其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排头兵的发展定位，既
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提振了士气、锻炼了队伍。”
郑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樊福太如是表示。

作为全省十亿级和百亿级企业最多、最集中的区域，
郑州经开区如今已形成了“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工作在
一线”的工作共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1+1+1”领导
分包服务机制，“周例会、月观摩、季讲评”项目推进机制
和项目模拟审批、并联审批机制，营造了快捷高效的发展
环境，不断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

正因为此，上汽集团与郑州经开区的合作频频“开花
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上汽二期、动力总成、数据
中心项目接踵而至。

“双十工程”的推进中，广大党员干部奋战一线，围绕
项目办实事、解难事，全力服务项目建设。“作为服务专
员，就是要让企业切实地感受到经开区的优质高效服
务。”海尔创新产业园项目服务专员付田军道出了大家的
心声，“当看到项目像秧苗一样长出来，感觉无比自豪。”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158.7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一个个项目“拔节生长”，犹如一个个强大引擎，驱动
郑州经开区发展驶入“快车道”。

产业发展夯实“硬实力”2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区域竞争力的根本体现。
不久前，一部微视频《河南一分钟》惊艳全球，刷爆朋友

圈，它向全世界展示了崛起的中原。那么郑州经开区小到
一分钟、大到一天又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

从大的方面计算，2018年，郑州经开区一天的地区生
产总值是2.01亿元，一分钟13.96万元；一天的固定资产投
资是 1.24亿元，一分钟 8.6 万元；一天的财政总收入约 0.7
亿元，一分钟4.8万元。

从具体的项目计算，一天生产整车1515辆，平均一分钟
1辆多；一天生产香烟近477万盒，一分钟3311盒；一天生产
火腿肠254吨，一分钟353斤；一天生产空调5260台，一分
钟近4台；一天E贸易走货量33万包，一分钟229包……

这些量化的数字，从一个侧面也彰显出郑州经开区的
“硬实力”。

产业强则经济强。近年来，郑州经开区围绕做强先进
制造业、做大现代服务业，聚焦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装备制
造业、现代物流三大主导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
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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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迅速壮大。上汽一期建成投产，上

汽二期当年建设、当年主体工程完工，上汽动力总成项目实
现开工，创造了新的“经开速度”，上汽全年生产整车 18万
辆，产值突破100亿元。在上汽、东风日产、宇通、海马等整
车企业拉动下，去年全区整车产量达到55.3万辆、同比增长
22%，实现产值850亿元、同比增长15%。

深入践行“三个转变”，装备制造业逆市上扬。郑煤机
快速增长，富泰华继续保持在百亿级，海尔二期开工建设，
中铁装备盾构机制造业务稳居国内第一，全区装备制造业
完成产值380亿元。

现代物流业持续向好。京东“亚洲一号”项目有序推进，
智能物流运营中心建成投用；九州通营业收入突破 100亿
元，医药物流占据全省半壁江山，快递物流、冷链物流发展迅
猛，现代物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840亿元，同比增长12%，
初步构建起以总部经济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

这是一片产业发展的高地。产业加速集聚、结构不断
优化，有力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开放创新迈上“高水平”33
开放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适应引领新常态、推动

动能转换、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途径。
郑州经开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

巩固提升开放优势作为战略突破口，加快构筑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支撑，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动力。

开放发展迈上“新台阶”。高水平建设“陆上丝绸之
路”，高标准打造“网上丝绸之路”，高起点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郑州经开区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东联西进,融通亚欧，“陆上丝绸之路”驰骋着“钢铁驼
队”：郑州国际陆港初步建立“四港一体”的多式联运物流体
系，去年全年完成货运吞吐量16.06万标准集装箱；中欧班
列（郑州）新开通郑州-中亚、郑州-比利时列日、郑东盟（越
南）等线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道全面打通，全年共开行
752班（416班去程、336班回程），同比增长50%以上，总货
值32.4亿美元，货重34.7万吨，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三
大口岸建设成效突出，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和中欧班列（郑
州）运邮试点正式运营，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全年进口汽车
290辆……郑州经开区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
道枢纽地位日益巩固。

联通世界、买卖全球，“网上丝绸之路”闪耀着“经开数

据”：去年全年，全区跨境电商完成进出口业务量 1.2亿包，
交易额116.4亿元；全面启动跨境电商出口包机业务，形成
陆上、网上、空中“三条丝路”互为支撑的立体跨境电商生态
体系；成功举办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发布跨境电子商
务标准和新规则；在首届进博会期间，举办河南“网上丝绸
之路”现场签约会，签约金额224亿元。

开放发展，风起帆张。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
区块加快建设，累计入区企业近 7000家，上报创新案例 8
个，“一区多功能”“一店多模式”案例被商务部作为创新案
例，在全国经开区复制推广。

创新发展再掀“新浪潮”。去年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240亿元，科技带动作用更加突出，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迸
发：中铁装备研制的中国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顺利下
线，标志着中国盾构的设计制造迈向高端化；郑煤机研发的
8.8米超大液压支架多项关键技术为世界首创。获批国家、
省级科技进步奖5项，认定高新技术企业97家、科技型企业
360家，双创载体建设面积达150万平方米。新获批市级以上
各类研发机构23家，同比增长64%，获批数量创历年来新高。

这是一片内陆开放创新的高地。开放创新浪潮奔涌，
加速郑州经开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城乡面貌实现“大蝶变”4
环境是一个地区的“脸面”，是展示文明程度的“窗口”。

“好的环境对外是竞争力，对内是亲和力；差的环境对外
是排斥力，对内是破坏力。”樊福太颇为形象地说，“如果第一
次见面就看到你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谁还会想与你打交道?”

奔着问题去，找准问题干。从去年 11月开始，借助郑
州市环境综合整治东风，郑州经开区结合自身实际，拓展整
治范围，破解环境难题，大力实施“531”行动，抽调500名机
关干部下沉驻村（社区），利用3个月时间，围绕生态环境保
护、城市精细化管理等 10项重点工作，集中抓好“软硬环
境”提升，有效解决环境及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补
齐短板、提升形象，城乡面貌大幅改观。

环境综合整治改善的是环境，塑造的是形象，凝聚的是民
心，推动的是发展。“道路宽敞干净，城市管理有序，市容市貌
靓起来，美丽街景更养眼。”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由地感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去年以来，郑州经开区新开工安
置房项目 20 个、355.8 万平方米，建成并完成回迁项目 9
个，总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18034套，回迁群众约4.8万

人，越来越多的“村民”变身市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骨干
路网建成通车项目11个，城区道路工程完成第八大街拓宽
改造项目、航海东路（第九大街—四港联动大道）提升改造
项目、城区 12条道路的中修和复浇工程；全面实施铁路沿
线、高速互通立交等五个重点区域绿化，全年新增公园游园
29个，新增、提升绿地面积约210万平方米。

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去年，郑州
经开区实施学校建设项目 19个，成功引进郑州外国语学
校，新建成投用学校3所；郑州七院滨河院区和郑大二附院
新院区加快推进，5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建成，让越来
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就好医。

重“建”更重“管”。全面推行“路长制”“河长制”，覆盖
全区100余条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和全部水域；持续加大大
气污染治理力度，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通过常抓不懈，规范
管理，逐步打造了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形象。

“颜值”与“气质”齐升，郑州经开区在一步步实现“美丽
蝶变”。

瞄准目标再启“新征程”5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当日历翻开新的一页，历史再

次刻印下时间的坐标。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郑州经开区五周年，是全面开启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
量建设的关键之年。

奋斗的征途上，一个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奋力前
行的坐标。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郑州经开区已
明确了新思路，锚定了新目标。

聚焦“双十工程”，提升项目引领支撑作用。今年，郑
州经开区继续把“双十工程”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主抓手，进一步拓宽其广度和深度，以项目强投
资、促建设、调结构、求提升、惠民生、转作风，推动经济发
展上水平、上台阶。全年计划实施项目 512 个，总投资
2015亿元，年度投资447亿元。

聚焦平台打造，巩固内陆开放创新高地地位。重点
围绕外事机构引进、口岸建设、班列运营、跨境电商等方
面，谋划 10个对外开放平台项目，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
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重点围绕科研机构、平
台载体、技术中心等方面，谋划10个科技创新载体项目，
通过重大创新项目引进，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创新支撑。

聚焦转型升级，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围
绕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积极探索产业高端化、
集群化、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发展方向，继续领跑全省
产业集聚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力争落地 1家新能源整
车企业，汽车产量达到 68万辆，汽车产能达到 130万辆；
装备制造业以智能化为方向，加快推动中铁智能化高端
装备产业园、河南省智能化产业园建设步伐；现代物流产
业着重抓好总部经济建设，全力推进京东“亚洲一号”、中
通三期、申通等现代物流项目建设。力争今年京东、郑煤
机两家企业突破百亿元，全区百亿级企业达到 12家，汽
车及零部件和现代物流产业双双突破1000亿元，装备制
造业突破500亿元。

聚焦绿色发展和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品位。
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对标看齐，狠下“绣花功夫”，继续深
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大抓城市精细化管理，着力实施基
础设施扩容提质，全力加快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建设步
伐，持续提速生态绿化建设，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努力打造群众有切身体验的靓环境、好秩序，让整洁、
有序、文明成为郑州经开区的新标识。

…… ……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新的一年，郑州经开区

正以奔跑追梦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一棒接着一棒跑，朝
着“百千万”目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超百亿元、地区生产
总值超千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万亿元），跑出高质
量发展新境界，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原更加出彩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郑州经开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上汽集团相继投资建设上汽乘用车郑州
基地一期、二期和动力总成、数据中心等项目，不断刷新上汽的“郑州速度”

郑州经开区召开 2019年度工作会议，谋划工作，提
振精神，瞄准新目标，实现新作为

宇通客车行销全球，“跑”出世界客车销量第一

践行“三个转变”，中铁装备已成为全国高端制造的典范

郑州海尔等企业已建成先进的工业4.0互联工厂

以绿荫城、以水润城，魅力经开入眼来中欧班列（郑州）运营水平全国领先，郑州国际陆港一派繁忙 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去年建成投用，家门口轻松“全球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