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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7月成立，到2012

年8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

新区，再到2016年4月被国务院

批准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核心区，经过20多年的大建设、

大发展，新乡高新区与时代同行，

与城市共成长。

从当初 10多平方公里的规

划面积，拓展到如今的总规划面

积 52平方公里，建成区 20平方

公里，高新区初步形成了动力电

池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产业、大数据产业、

航空航天军民融合产业四大主

导产业集群，全区拥有各类企业

3500 余家，其中工业企业 500

余家，在 2018 年度全国 157 个

国家高新区评价中，新乡高新区

综合排名从 2017 年的 92 位上

升至84位,提升了8个位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起来
靠创新，创新靠人才。人才政策、创新机制
都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在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建设第一次协调推
进会议上，省政府主要领导在讲话中强调，要
着力破除体制障碍，通过体制改革激发活力，
决不能让优秀成果、优秀人才因为体制的藩篱

“养在深闺人未识”，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
新乡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发展寄予了

重托和厚望，要求改革创新发展要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以最优的营商环境引领全市发展。

1992年成立之初，高新区只有“五局一

办”，干部员工几十人，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和科技创新为主要职责，曾连续3年被评为全
省“十强”或“十快”先进产业集聚区。是“国家
创新创业特色载体”“国家制冷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也是“河南省双创基地”“数字化示
范产业集聚区”“产城联动发展示范产业集聚
区”和“河南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但
在前几年，高新区机构“臃肿”，部门职责重叠
交叉，在全国高新区的排名也逐年倒退。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
个和尚没水喝。机构“臃肿”造成了互相推
诿，也创造着滥竽充数的机会，让爱偷懒的
人过上了“安逸”的日子，这对努力干活的人

却是极大的不公平，长此以往，“没水喝”的
日子近在眼前。

中央有精神，省里有要求，市里有期待，
现实有召唤。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国家高新区作为国家改革创新的试验
田，应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新发展理念，推进
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排头兵和领头羊，
成为国家和省市推进改革、创新、开放的标
杆和典范。高新区主要负责人表示，体制机
制改革是我们改革的先手棋，目的就一个：
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要动力。

在切身感受到 20多年发生巨大变化的
同时，高新区全方位审视、向先进对标，更加

清醒地看到改革中的难题、发展中的差距、
创新的短板。如与同是自创区核心区的郑
州高新区、洛阳高新区相比，无论是经济总
量、发展质量，还是创新能力，差距都很大。

2017年 9月，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
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作为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乡片区核心区的新乡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率先行动，精简机
构、全员聘任、绩效考核、薪酬激励，砸掉了
干部手中的“铁饭碗”，打破了平均主义“大
锅饭”，释放了干部创新创业热情，让干部工
作作风明显改变，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招商
引资和科技创新得到了新发展。

砸碎“铁饭碗”走活“整盘棋”1

改革是动奶酪、触动利益和灵魂的事
儿，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旧框框、老套套，就是
要重塑形态和体系，再造格局和流程。新乡
高新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创新至上、项
目第一、效率优先”，以“全员聘任制、绩效考
核制、薪酬激励制”为主要内容，多项举措推
动改革进程。

构建精简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以项
目建设、科技创新、投资服务、行政管理、社
会服务等五大职能为主线进行组织机构调
整。将原有 35个机构缩减至 15个，科室从
122 个缩减为 59 个。中层正职职数缩减
60%，中层副职职数缩减 48.6%；全面推行

“全员聘用”，打破人员身份界限，平等竞聘、
以岗定薪、同岗同酬，创新设立辅助岗，使各

岗人员始终保持竞争态势，形成完整的“能
者上、庸者下”人员流动的“闭环”。通过 3
次双向选聘，一些有能力有担当的干部被选
聘到重要岗位，一些工作能力不强的干部降
聘使用或落聘到辅助岗位。通过搬掉职务
上的“铁交椅”、端走岗位上的“铁饭碗”，真
正实现了竞争上岗、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在人员配备上向
经济建设部门和一线岗位倾斜，在全区推行
全员招商和领导干部服务企业制度，并纳入
考核指标。

构建动态激励的薪酬管理体系。建立
基于岗位价值的薪酬体系，对现有各类人员
等多种身份的薪酬结构进行统一，根据工作
完成情况动态调整薪酬水平，加大一线部门

的薪酬总额设置及基础性绩效占比。创新
设立“部门绩效包”，针对人员选聘后各部门
缺岗情况，采用“绩效包”的方式对缺岗部门
人员进行鼓励，调动人员工作积极性，实现
减员增效。2019年，调整总薪酬中固定工
资与绩效工资占比，固定工资对标市直及四
个区，各级别人员按低于同类人员平均值设
置，其余全部纳入绩效。

构建强调结果运用的绩效考核体系。
在市委、市政府给高新区下达指标的基础
上，高新区党工委对目标拉高放大、对任务
加重加压、对效率提档提速，制定出部门年
度考核指标。结合各岗位的职责，将考核指
标分解到每个岗位，实现层层岗位有指标、
个个员工有压力。同时将绩效考核结果与

“薪酬调整、岗位调整、评优评先、人员淘汰”
等挂钩。

构建运转高效的行政审批体系。为发
挥产业集聚区“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行、全
程式服务”优势，增强高新区发展的内生动
力，新乡市委、市政府在 2017年 11月份通
过下放、委托、派驻等方式，赋予了高新区
3468项市级行政权力。高新区积极承接审
批职能，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梳理，打通行
政审批实体大厅与网络平台，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全面实行“一次性告知制、首问
负责制、限时办结制、首席服务官制”，全面
推动“放管服”改革。改革前商事登记办理
需要三天时间，现在一个工作日就能完成，
重要事项立等办结。

构建四大体系 工作效率显著提升2

新乡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向人事和薪
酬“开刀”，打懒奖勤，形成了“鲶鱼效应”激
活了干部的干事热情，也营造了一种“以实
干论实绩，从实绩看德行，看德才用干部”的
导向，直指“病灶”成功“手术”，让机体恢复
了活力与健康。工作作风在转变，办事效率
也在提高，小机构，大服务，一项项改革举措
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晋位升级。近年来，
高新区坚持“创新至上、项目第一、效率优
先”的发展理念，按照“开发区+自创区+自
贸区”三区合一的发展定位，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2018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146.1亿元，同比增长13.6%，增
速居全市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6.5%，居全市第一位；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2.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7亿元，同比增长 9.7%；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9.1 亿元，同比增长 13.1%。项目建

设取得新进展。2018年全年实现新开工项
目 26个，总投资 211.3 亿元，其中 3亿元以
上项目 19个。全区 19个省、市重点项目均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目标。2018年共引进项
目 72个，总投资约 393亿元，其中百亿元以
上项目 2个，10亿元以上项目 4个，5亿-10
亿元项目 5个。全年内资完成54.6亿元，完
成年度目标的 103.8%；利用外资 8469万美
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02.4%。

专业园区特色突出。紧紧围绕四大主
导产业陆续开工建设了总投资 100亿元的
万华生命科学产业城、总投资20.5亿元的氢
能产业园、总投资 10 亿元的过滤产业园。
近年来，高新区结合现有土地空间资源，充
分发挥过滤产业园、氢能产业园、大数据产
业园、万华生命科学产业城等载体优势，大
力开展产业招商，华为大数据、豫氢动力、豫
氢装备、福建雪人股份、华大基因华中中心、
广州博济生物、广州奥咨达医疗器械等符合

主导产业项目入驻专业园区。
科技创新连年取得新突破。高新区目

前已建设各类创新研发平台 152个，其中，
国家级研发平台15个、省级创新平台79个、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8个。2018年企业
科技研发投入实现 10亿元，占GDP比重达
到6.8%，研发投入强度连续两年居全市第1
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为 15.1%；国
家创新创业特色载体成功获批，获得中央财
政支持资金5000万元。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改革后高新区新
乡政务服务平台办理事项达 464 项，2018
年 网 上 办 件 量 较 2017 年 增 长 近 四 倍 。
2019年，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
统与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工
作，高新区对照全市 1200 项政务服务事
项，率先在全市三个开发区中完成事项梳
理对接工作。初步梳理出高新区政务服务
事项 693项，并通过市相关部门审核，目前

正在进行河南政务服务平台事项录入工
作，完成后高新区将纳入政务服务全国一
张网体系。

党的建设亮点纷呈。创新“突出非公企
业党建重点、打造农村和社区党建亮点、筑
牢机关党建基础”的“121党建”工作思路，
结合高新区企业、园区密集的情况，大力实
施“红色领航工程”，打造园区党建示范区，
涌现出艾迪威、天丰集团、高远路业、拓新药
业等一批党建强、发展好的知名企业，形成
一批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党建品牌，推动
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勇于改革创
新的时代，是全面开放发展的时代。新乡高
新区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省、市要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改革奋进，不断
发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乡核心
区优势，打造河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先行样
板，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出应有贡献！

激活发展活力 改革效果初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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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氢能产业园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建设中的华为大数据产业园

高新区火炬园

向改革要红利 向创新要动力
——新乡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先行一步

环境优美的高新区环境优美的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