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巩义市新春文艺调演

城市风光

豫联集团年产60万吨铝精深加工高精铝项目

作为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巩

义着力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副中心，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放松，工业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在城市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生态更加优良、环境更加靓丽的基础

上，擘画全域发展蓝图，一个极具经济发

展活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充满魅力的

宜居宜业宜游新巩义正向我们走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

们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巩义，是

新阶段巩义再创新辉煌的奋斗目标。

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巩义生态环境更优

美、公共设施更健全、功能配套更完

善、居住生活更舒适、交通出行更便

捷，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席旭红

工业转型
引领高质量发展

日前，巩义市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三星级，这是巩义市收获的又
一“国字号”荣誉。

这一喜讯，是对以铝精深加工为主导的特色
产业的肯定，也勾勒出巩义产业提档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产业结构过重，是历史留给巩义的“遗产”。
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创新压力，一浪紧似一浪地
催促巩义加紧调整产业结构。能不能推动传统产
业迈向中高端，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是
一场绕不开、躲不过、必须坚决打赢的“硬仗”。

袁三军说：“要发展就必须转型升级！不转
就是死路一条！以建成省转型升级示范区和省
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我们必须拿出‘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和魄力，在困境中拼出一
片天地！”

如今的巩义人立足实际，奋力抓项目、促发
展，努力做好“转型”“升级”“创新”三篇文章，既
守住绿水青山，又培育金山银山，闯出了一条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

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近两年来，巩义经
济运行从过去的“低速缓进”开始向“稳中趋好、好
中向优”转折过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向好态势，
实现了招商引资数量、质量和体量的“三超历史”。

走进豫联集团 60万吨高精铝生产车间，代
表着当今世界级铝精深加工水平的生产设备让
人震撼。数十吨铝锭从加工设备一端进入，另一
端出来的就是比纸还薄的铝箔。

打造全省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先进制造业
强市，培育出更多像豫联集团一样的优秀企业。
巩义市正在实施《工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对市级担保公司增资10亿元，用于巩义
市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据了解，巩义铝及铝加工、耐材、装备制造三
大主导产业规模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8%、1%
和13.7%；泛锐熠辉复合材料、明泰铝业年产12.5
万吨车用铝合金板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积极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绿色化和技术改
造，明泰铝业、恒星科技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全
市累计实施技术改造项目181项，完成投资95亿
元；实施智能化改造示范项目 7个，完成投资 2.2
亿元，培育智能工厂3家。

巩义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不
断提高。目前，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1.8∶58.7∶
39.5，第三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4.1%。

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2018年泛锐熠辉
摘得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桂冠，荣获“创
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获批承
担河南省国防科技某攻关项目，其生产的碳纤维
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产品进入河南省“民参军”技
术与产品推荐目录第一批；以豫联产业集聚区“一
区多园”为承载平台，重点引进轨道交通装备、高
端数控机床、智能仪器仪表等先进制造业项目，为
建设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注入新动力。

从“制造”迈向“智造”。河南明泰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国家
级绿色工厂，中孚实业、永安水泥成功申报为河
南省智能工厂。巩义企业家勇于担当，通过科技
创新，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

坚决贯彻“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要求，巩义对每一个
项目都以高标准来审视，优中选优，把严守生态
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体现在一个个具体
项目上。

3月 30日上午，巩义市 2019年第二批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70亿元，27个重点项目

“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十足，从项目特点
看，更加凸显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加快发展。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巩义求索高质量发展
的脚步从未停歇。2019年巩义市谋划重点建设
项目 204 项，总投资 264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81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100项。

青山绿水工程 为高质量发展描绘“生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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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宜游

巩义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嵩山的大部分坐落在巩义，重峦叠嶂，境
内亦多河流，有伊洛河、西泗河等 4条河流。

“七山一水两分田”是真实写照。
如何让这“七山一水”，既要生态又能富

民？绿色发展之路该怎么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巩义市委书记

袁三军说：“在城市发展中，我们保护并依托
良好的生态山水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始终
坚持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推动巩义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性工作牢牢抓在手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巩义的最美底色。巩
义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将生态环境
保护利用作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基础，全面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施“青山绿水工程”，绘

制经济社会发展新图景，打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巩义样板”。

春光无限好，植树正当时。3月中旬，在
巩义市伊洛河畔，上千名机关干部、基层群
众、志愿者集中义务植树。大家扶苗、培土、
踩实，栽下棵棵树苗，留下行行新绿。

“爱绿、植绿、护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为子孙留下绿水青山。“让森林走进城市，让
城市拥抱森林，实现以绿‘荫’城，巩义投入36
亿元实施青山工程，全力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巩义市林业局负责人说。

生态环境是发展的生命线！巩义创建森
林城市的步伐坚定而执着。道路修到哪，绿化
跟到哪。巩义市先后高标准完成了 G310国

道、陇海铁路、高速公路和县级道路出入口通
道绿化任务，打造了一批优美优质的廊道绿化
工程，满足了人们的绿色出行需求。

城市美不美，关键还看水。伊洛河、东泗
河、西泗河、后寺河……规划图上一条条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道，描绘着这座古城
的未来美丽图景。

水系是城市的血脉，为了让城市“水纹肌
理”更灵动，巩义以水“润”城。依托“四河一
库”投资 53.9 亿元，治理河道全长 52.8 公里，
水域面积 11平方公里，把城区及周边的伊洛
河、东泗河、西泗河、后寺河和坞罗水库水源
地进行贯通，引清水入城，流水成就美丽的河
道，串联起沿河两岸的杜甫故里、康百万庄

园、北魏石窟、常香玉故居、巩义窑址等众多
名胜古迹。

随着青山工程、绿水工程相继实施，青山
绿水正在凝成巩义新的“金字招牌”，化作金
山银山。

站在康店镇庄头岭上，放眼望去，漫山遍
野都是绿意盎然的果林。“以前这个地方是荒
山。”果农侯六印说，“后来岭上开辟成果园，
种上了梨、枣、苹果、杏等，春夏秋三季都有
果，果子还不愁卖，坐到地头就能赚钱。”

生态美连着旅游旺、百姓富。好山好水
好空气，催生了色彩斑斓的乡村旅游，美丽乡
村、田园综合体、小杂果基地正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摇钱树”“聚宝盆”。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诗
和远方在巩义珠联璧合。巩义正敞开大
门，捧出文化旅游盛宴，热情迎接八方宾
客。

近期，以弘扬传承杜甫家国情怀精神
为主题的 2019年杜甫故里诗词大会系列
活动，再次惊艳了中国诗歌之乡——巩
义，众多知名人士和海内外游客在这里

“吟诗词歌赋，品诗会雅宴，醉曲水流觞”，
使诗圣故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本次杜甫故里诗词大会主题为“传承
家国情怀，逐梦民族复兴”，除杜甫故里诗
词大会开幕式、“杜甫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主题论坛和“子美颂”音乐诗会暨颁奖典
礼三大主体活动以外，还有“我和杜甫抖
起来”抖音短视频比赛、全民诵诗月等 10
余项群众参与广泛的特色活动。

杜甫诗歌文化活动提高了巩义这座
文化名城的颜值，提升了巩义的文化品
位，增加了巩义“旅游突破带动三产发展”
的底气。

自 2015 年起，巩义市连续五年举办
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
杜甫诗歌生生不息的文化魅力和人文精
神，让诗歌成为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气质，
成为巩义文化新名片。

“巩固不拔、山河四塞”，谓之巩义。文
化，是古城绵延千年的命脉。杜甫故里、河
洛文化核心区、河图洛书、伏羲八卦……一
张张灿烂的历史文化名片，熠熠生辉。

文旅融合彰显城市实力。历史的文
脉为巩义旅游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杜甫故里、河洛汇流、石窟寺、康百万庄
园、北宋皇陵等文化景区交相辉映；河洛
文化、豫商文化、杜甫文化、民俗文化、宋

文化等，与山水、都市、乡村相映成趣，吸
引 着 数 以 万 计 的 海 内 外 游 客 纷 至 沓
来。

以独特历史文化滋养涵育文明，巩义
通过以文“化”城，进一步提炼城市精神，
塑造城市精神特质。

“要让人在巩义，除了看风景，更要感
觉到文化的厚重。”巩义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史建伟介绍。巩义以中西部第一、全
国第九的优异成绩创成全国文明城市，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深入践行以水“润”
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
的城市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改
善，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随着文明城市创建与城乡建设提质
的深入推进，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实
惠。巩义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如今，巩义以取得的荣誉为新的起
点，实现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
文明”的转变。

创成全国文明城市，吸引了省内外各
地考察团前来学习观摩。截至目前，已有
山东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潜江市、四川省
江油市、甘肃省武威市、山西省临汾市以
及省内焦作市、商丘市等 45 个地市约
1300余人次到巩义市参观考察。

如果说文化是巩义的魂魄，那么巩义
人对崇德向善精神的追求，则是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永续发展的强大基因。近年来，
巩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一个个见义勇为、爱岗敬业、孝老爱
亲、乐于助人的“巩义好人”如雨后春笋不
断涌现。

把舞台建在群众的家门口，把文化
“种”进百姓心中。夜晚，巩义市民文化广
场上，诗乡月明、河洛书场等小广场与河

洛大舞台主会场相映生辉。文化广场变
身城市“会客厅”，广场文化活动成为群众
争相点赞的民心工程。

正如杜甫诗词中描述的“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意境那样，文旅融合悄然
发力，助推巩义转型升级。“得天时、拥地
利、聚人和，我们要树立全域旅游理念，整
体谋划旅游产业发展，打造中原地区重要
的旅游集散中心和全国一流的旅游目的
地。”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说。

不负青山，方得金山。文旅融合、“生
态红利”让人们看到了“钱”景，美丽村庄
让人们体验到了“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外
出务工者返乡建房、投资创业、反哺家乡、
建设家园。

出焦桐高速涉村收费站南行数里，就
到了涉村镇北庄村，山林间一幢幢石窑，
别具一格。改造后的石窑组成了“石居部
落”，给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带来不少游客，
人们通过体验石窑人家的生活，感受到地
方文化的魅力。

把“山水”转变成“产业”，把“旅游”转
化成“生产力”。山地度假、乡村休憩、健
康养生、户外运动等旅游业态不断丰富，
石居部落窑洞民宿、偃月古城、竹林风情
古镇、嵩顶滑雪旅游区等项目风生水起，
宜居、宜业、宜游的巩义动力澎湃。

坚持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理念，巩
义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文化旅
游产业的潜力充分释放，文化消费呈现出

“井喷”景象。竹林风情古镇、河洛镇偃月
古城等一批旅游项目相继开业，巩义旅游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18 年
全市累计接待旅客 1521 万人次，增长
33.9%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54 亿 元 ，增 长
76.2%。

初春，雨晴烟晚。漫步伊洛河畔，一
轴水墨画卷在眼前铺展。在这里，络绎
不绝的市民寄情于山水之间。

这片令人魂牵梦萦的河洛热土，正
以其独特的新姿态，展现着别样的美。
就是这样的巩义，秉承发展新理念，在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道路上踏出坚实的
步伐；就是这样的一个巩义，产业蓬勃壮
大，持续释放出发展的红利；就是这样的
巩义，市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宜业宜居宜游，让城市更有温度。
高起点擘画新巩义宏伟蓝图，大手笔推
动中心城区建设，伴着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铿锵足音，巩义发展驶入快车道。
一座座充满着现代气息的楼群，一条条
纵横交错的路桥，一个个花团锦簇的公
园……无一不在显示着巩义城市“颜值”
的惊艳巨变，无一不在诠释着百城建设
提质的“巩义速度”。

巩义高起点规划，彰显“绿色”底色，

留足生态空间，做好山水文章。按照“一带
两轴，三城四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编制完
善城乡总体规划和12项专项规划，中心城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达85%以上。

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基础
设施来支撑。巩义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总投资 2.65亿元、总长 13.7公里的 18
条市政道路快速推进，集中供热普及率达
到 58.2%。深化城市精细管理，巩义市获
评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先进县（市）。

巩义市委副书记、市长袁聚平表示，通
过“创文”与城乡建设提质的深入推进，不
仅使巩义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是集
中展示了崇尚文明、敢于担当、顽强拼搏、
勇争一流的精神风貌，生动阐释了“团结奋
进、敢想敢干、开放兼容、创新发展”的巩义
精神，也提升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4+4+2”工作机制不断推进，发展方
式、发展动力的转换，使全国中心城市副中心
城市的地域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生态

优势彰显，吸引了一大批项目的落地。
“融创慈云小镇、云智小镇”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中，“慈云小镇”将在 5年内
把青龙山慈云寺提升为 5A 级景区，“云
智小镇”项目将打造以大数据为核心，信
息服务、金融、科技等多领域联动的智慧
云产业生态；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集团投
资 200亿元打造中国巩义丝路文化产业
园；在米河镇，投资 400亿元，集旅游、观
光、休闲、餐饮于一体的正商西山小镇山
地生态度假区和投资 100亿元的嘉和观
澜小镇项目已经展开；位于孝义街道投
资 200亿元的四方来贺喜庆小镇是雅居
乐集团在巩义的第一笔作品；北京天成
宏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300亿元的中部
铝港正在推进中……

忆往昔，筚路蓝缕，滴水穿石。盼今
朝，不忘初心，展翅腾飞。欣然可见，一
个颜值更高、内涵更深的巩义，正在这片
热土上美丽崛起、生机勃发！

宜业宜居宜游 提升城市品质

文旅融合促发展

在 2018年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开幕式上巩义被授
予“中国诗歌之乡”称号

竹林长寿山红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