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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牌——

培育发展新优势 撑起发展高质量

中欧班列（新乡号）已开行一年有余。
4月 3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新乡车

务段塔铺车站迎来“满载而归”的首列返程
进口班列。此次返程的“新乡号”班列从哈
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站发出，满载 52车集装
箱、1050吨货物，历经 13天回到始发站塔
铺车站。

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现代
公铁物流园是“新乡号”班列的货物集散和
发运地。该班列从新乡一路向西，途经太
原、银川、中卫、武威、乌鲁木齐，经阿拉山
口过境至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口岸（或经
霍尔果斯过境至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口
岸），开行至中亚五国。

新乡地处中原城市群大“十”字形基本
构架的北部节点，是中原城市群核心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这个“黄金三角区”的重要一
角，地理交通位置非常重要。中欧班列（新
乡号）的开行充分发扬了这一优势，一个覆
盖中原、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多式联
运物流中心呼之欲出。

围绕中欧班列（新乡号），新乡市正不
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挥开放型经济主
力军作用。与国内外16个城市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中欧班列（新乡号）、“新日韩”铁海
联运国际班列累计开行 100列、总货运量
超过 10万吨，加之正在建设的保税物流中
心，一个“一体两翼”的国际陆港正在形成。

同时，按照规划新乡正在谋划新增新
菏高铁、濮潢铁路，与既有铁路网络共同构
成“三横四纵”国家干线铁路网，将新乡铁
路枢纽打造为中原城市群“米”字形高铁北
枢纽。

到 2023 年，新乡将形成“四纵四横两
联”的高速公路网络，总里程694.6公里，成
为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和豫北现代物流中
心，建成快速铁路对接周边、高速公路外畅
内联、干线公路覆盖全面、农村公路畅达乡
村的综合交通网络。

目前，新乡正在积极推动军用机场搬
迁，与新郑机场共同构成郑州大都市区组
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同时为城市更新及通
用航空发展提供空域条件。

厚植交通优势，提升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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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卫辉市唐庄镇银金达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在机器轰鸣
声中，细小的聚酯颗粒眨眼间变成薄膜，再
经过纵向横向拉伸后，以每分钟 500米的
速度向前飞奔打捆。整个流程实现全自动
化生产，技术专家奥本康宽正在生产线上
对产品质量全程把控。

作为唐庄镇土生土长的企业，在当地
政府有力的政策资金扶持下，银金达从一
个乡镇小微企业起步，坚持聚才创新，成功
研发出PETG热收缩膜工艺技术，打破国外
垄断，跃升为全国同行业生产规模最大的高
科技企业，去年被工信部、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公布为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该公司中高层管理技术人才中，一半
都是从省外或国外聘用的优秀人才。一年
前，奥本康宽从日本三菱重工退休后，因其
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才能，被中国多地同行
企业争抢，最终他选择来到河南唐庄。

位于新乡市高新区的高远路业公司成
立了全省首家外籍科学家工作室，联合研
发的路面养护工艺广泛应用于国内多条高
速公路。

银金达、高远路业的飞跃之路是新乡
市近年来通过招才引智厚植人才优势创新
发展的一个缩影。

去年9月 28日，新乡召开新闻发布会，

面向国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 688 名，蓄积
发展新动能，激发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对
于引进的创新创业领军团队，
经评审认定，按不同层次给
予100万元至 5000万元的
项目产业化扶持资金；经
评审认定的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高层次创新
创业紧缺人才，也将
根据类型获得 50
万元至 200万元
的项目研发资
金资助。对领军
人才和团队所实施
的对当地产业发展
具有奠基性、战略性、
支撑性的特别重大的科
技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最高可获得 1 亿元项目产
业化资金资助。

新乡历来重视高层次人才
引进，持续强化人才“战略资源”意识。该
市不仅科学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出台一揽
子人才引进文件，还依托当地高校优势资
源、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全面合作引进人
才。近5年来，新乡引进人才达7274人，其
中博士1094人，高级职称46人。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

9月5日，记者在官渡黄

河大桥施工现场，看到桥面

标线已经画好，工人正在架

设路灯，桥北工程也仅剩最

后几百米路面，正摊铺沥青。

据施工负责人介绍，国庆节

前通车完全没有问题。

官渡黄河大桥项目是

G107新乡段东移的咽喉工

程，也是我省干线公路上目

前最宽的黄河桥。工程起于

原阳县阳阿乡，止于中牟县

万滩镇，全长 31.775 公里，

总投资39.13亿元。项目对

保证G107南北大动脉的畅

通，加速郑新融合，促进新乡

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官渡黄河大桥是新乡市

厚植交通优势、打造“铁公机

海一体化”交通格局、加强基

础能力建设、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重要基

础建设之一。

基础能力建设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地基，是一个地区

增强发展后劲、打造新增长

点的重要保障。以强化基础

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

展新优势，是打好“四张牌”的

重要内容。近年来，新乡市

通过找准交通、人才、生态、网

络四个着力点，坚持优先发

展、创新发展、高端发展、集约

发展，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强

化，构建起安全、合理、高效的

基础支撑体系，进而为中原

更加出彩提供有力支撑。

厚植人才优势，激发创新创造创业的活力 今年夏季晴热少雨，但却挡不住
新乡市民随手拍摄蓝天白云的热
情。微信朋友圈里，朋友间常常互晒
分享那令人心醉的“新乡蓝”。

从 2016 年“三降一升”到 2017
年“三降一升、两提一靠前”，
新乡大气环境质量连年改
善，取得了年度综合考评
全 省 排 名 第 一 的 好 成
绩。优良天数从 147天
到 161 天 ，再 到 去 年
的 222 天，显著增多
的蓝天白云，为人
们 带 来 无 数 惊
喜。

改善的不仅仅
是大气，水环境方面

也在去年实现历史性
突破，全市 7 个国控、省

控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
COD、氨氮、总磷 3 项主要

指标月均值全面达到省政府
目 标 要 求 ，一 举 扭 转 不 利 局

面。今年刚刚完成的卫河大规模清
淤复堤工程，为迎来卫水清波奠定了

基础。
全面推进沿黄生态带建设，按照

“一带两极三板块”总体规划布局，新
乡市着力打造“6带、9园、5镇、12村、7
路、1片区”等重点项目建设，果园、花
园、菜园“三园同建”，旅游、休闲、观光
多管齐下，随着控导工程连接线全线
贯通、黄河大堤改造提升的完工和穿
滩公路开工建设，昔日贫穷落后的黄
河滩区正在成为美丽富饶的新宝地。

新乡市正在利用凤凰山区域的
荒山、废坡、矿坑，通过完善水网建
设、补土植绿等措施，加快生态环境
修复，把凤凰山和凤泉湖“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生态城”建成一座绿基
底、慢生活、生态型、公园化的生态
新城。项目完工后，城市北区一个
湖水清澈、风光旖旎的休闲、娱乐、
观光区，即将展现在广大市民面前。

同时，新乡市正在进一步加速建
设以“32231”为主的生态林网，大力
推进南太行生态景观带、延津县主题
森林城、黄河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和
太行山猕猴自然保护区、3个苗木基
地、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点工程。

厚植生态优势，创造更加美好发展大环境

7 月 17 日 11 时 15 分，新乡市市
长王登喜打通了该市首个 5G 电话，
成功连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二研究所（简称二十二所）所长
吴健。

依托二十二所建设的新乡市电波
科技城是该市信息化、技术、信息产业
的高地。这里正在深入开展 5G时代
先进技术的研究，包括河南天博物联
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建设开发，互联
网无线传输芯片和模组，进一步厚植
新乡网络优势，不断提升新乡市信息
化服务水平。

新乡市自入选2015年度“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以来，全市 3600多个行
政村全部实现光纤到村，实施“三大改
造”、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制造
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等工程，全市
企业“两化”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云计
算、大数据等特色产业项目不断落地
生根，成为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新
生力量。

目前，新乡市正依托华为（新乡）
云数据中心、大数据产业园等重点项
目，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培育泰隆
电力、中誉鼎力发展建设工业互联网
平台，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
数据经济。7

厚植网络优势，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2018年 3月 28日，中亚班列（新乡号）开通，一个月后正式更名为中欧班列（新乡
号）。 高志勇 摄

夜瞰新乡夜瞰新乡 葛志勇葛志勇 摄摄

轿顶山景区龙脉长城 新乡市委宣传部供图

新乡交通便利新乡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区位优势明显。。 高志勇高志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