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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日争新
（上接第一版）已签约的圳道科技公司的产品
可供给威斯荻克公司做柔性电路板，而威斯荻
克的产品又供给力坤科技公司生产显示屏模
组、摄像头模组为航空港区智能终端产业配
套，形成了一条“屏链条”；与此同时，中邦明
芯、锐杰微、摩尔精英、达维多等企业正搭建起
一条“芯链条”。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是提升制造业层级的关
键。新郑围绕与航空港实验区互动发展及自身
产业扩链强链，瞄准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区域，
紧盯行业龙头、“独角兽”“隐形冠军”“头部企
业”，实施“芯”“屏”双轮驱动，招引新型显示、集
成电路、电子元器件、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优
质项目，完善产业链条，做大集群规模。

“无中生有”气象新。新郑牢固树立“高质
量发展是硬要求、高端产业招商是硬任务、落地
投产是真本事”的理念，率先在全省县级市设立
总规模10亿元的战新信息产业基金，建成投资
2亿元的全省首家电子信息专业污水处理厂，破
解电子信息项目落地瓶颈，以高水平招商引资
推动高质量发展。

去年以来，新郑共招引锐杰微、威斯荻克、
华思光电等科技创新型、产业带动型项目 26
个，亚利韦智能终端、力坤科技触摸屏 2个项目
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签出口订单1亿
元。目前，新郑加快推进中邦明芯、通元电子等
6个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加紧对接总投资 50亿
元的新型显示模组等一批重大项目，力争经过3
年时间，形成涵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和
显示面板生产及平台服务、人才培训等电子信
息全产业链条集群。

电子信息产业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立”起来
的同时，新郑高质量推进传统食品加工、医药制
造、商贸物流等产业向功能食品、健康生命医
药、高端商贸物流等产业转变，培育传统产业竞
争新优势。

食在新郑，味在新郑。方便食品占全国
市场份额 10%、枣制品占 15%、酱油产品占
14%，“新郑味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国人厨房、
丰富世人餐桌。目前，新郑规模以上食品企
业 56 家，好想你健康食品、雪花啤酒、白象食
品、达利食品、光明乳业、加加味业等一大批
骨干企业蓬勃发展。作为河南省重要的医药
产业基地，新郑占据着全国小剂量水针剂市
场 30%的份额，形成了以遂成药业、润弘制
药、中德医疗产业园等企业为主导的生物医
药特色产业。依托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全
力推动现代商贸物流业繁荣发展，华南城九
大高端商业项目开建面积达 112 万平方米，
T-Park 科创产业园建成运营，全省首家 5G
智慧物流园区传化物流小镇、腾达物流、好想
你普洛斯物流等重大项目快速推进，努力打
造全省商贸物流业高地。

营商环境是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新郑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一
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至半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
压缩至74个工作日，政务服务网实现市乡村三
级全覆盖，成为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市）。央
企中铁十五局四公司迁至新郑，引入广发、中信
等银行机构 16 家，成为全省进驻银行最多县
市；今年上半年新增市场主体 8424家，各类市
场主体达83058家。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今年以来，新郑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复工复产
复市，经济发展回稳向好。上半年，全市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341.6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位
居郑州县市第一。1—8月份地方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58.2亿元、同比增长9.04%，税收收
入 43.66 亿元、同比增长 6.67%；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9.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

夯实发展之基，郑州之南，一座现代临空产
业新城蓄势腾飞。

注重建管并重——
匠心规建宜居宜业生态城市

“人民城市为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
是最大的民生。

瞄准建设全国一流中小城市目标，坚持国
际视野、一流标准、新郑特色，新郑落实“用脚
步丈量城乡”工作法，弘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
功夫、锻造钻石品质，统筹推进城市建设提质、
城市双修、“三项工程、一项管理”等重点任务，
切实提升城市功能、环境、文化、服务“四个品
质”，努力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品
质之城。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新郑坚持规划先

行，明确主城区、龙湖片区“双中心”和黄帝千古
情、薛店铁路物流基地“两大核心板块”发展方
向，统筹推进黄帝故里园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
等重点区域规划建设，加快构建“双中心引领、
多点支撑、区域联动、功能互补”的城市发展新
格局。

规划引领，城市更新，新郑“颜值”与气质齐
升。

夜幕降临，家住新郑市凤台苑社区的居民
朱艳继吃过晚饭，对窗而立，看着小区后面开放
不久、秀美雅致的洧水公园，望着不远处历史风
貌区成片的璀璨灯光，心里美滋滋的。

今昔对比、忧乐之间，群众表情与城市之变
紧紧相连。

道路是城市的筋骨，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精
气神。新郑以道路有机更新为突破口，全面带
动城市有机更新。新建改建府西路等道路 47
条，改造提升新华路等 20条道路机动车道、人
行道，打通断头路、卡脖路 7条，郑新快速通道
等19条道路实现雨污分流，16条融郑融港道路
竣工通车，新郑直达郑州主城区、航空港区道路
更加通畅；按照“两优先、两分离、两贯通、一增
加”建设理念，综合改造人民路等 5 条城市道
路，扮靓城市天际线，延伸一路好风光。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改出幸福感、造就获得
感。新郑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已改造提升老旧小区37个、121栋楼、2885户，
按最高额度 15万元直接补贴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越来越多的“忧居”正在变为“优居”。

留白、增绿、治堵、改靓、补缺，新郑坚持把
更多空间留给市民，实施疏解腾退工程，闲置六
年的一中老校区等城市空地变废为宝建成多功
能游园 15个，新增城市绿地 30万平方米、公共
停车泊位 3000 个，原本拥挤的老城区变得宽
松、舒适。

一个城市的品质和魅力往往藏在细节之
中。新郑高水平推进精细化管理，以“序化”保
畅通、“洁化”促提质、“亮化”增颜值、“绿化”美
环境，用细心耐心巧心“绣”出城市高品质。推
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城乡道路清扫保洁率、垃圾
清运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全面推行“路
长制”，大力实施城市清洁行动，还原路面、护栏
本色，优化交通环境；引入智慧城市管理 AI视
频分析等系统，数字化城管基本实现全域覆盖，
城市管理问题处置率 99.8％，运营效果连年排
名郑州县市第一。

城区有机更新，乡村也在“美丽蝶变”。
观音寺镇潩水寨村，大片水域宛如明镜，照映
出寨墙、拱桥、亭台、农家，让人仿佛置身江南
水乡。路畅街净、村容整洁、水渠连通，一片
茂密枣林掩映着的孟庄镇酒孙村也“卖”起了
风景。新郑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
成 11 个示范村村容村貌提升，建成示范街道
23 条，创建“五美庭院”2000 户，完成 122 个
行政村改厨改厕改水、132个行政村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房前屋后花果
飘香，形成了户户有景致、村村有特色的美丽
乡村景象。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新郑以绿为底色，结合文化特色，把生态建设融
入城乡提质，力求以溱洧水景映照城乡之美。
连通生态水系，现已建成轩辕湖湿地公园、黄水
河公园、双洎河湿地公园、十七里河湿地公园等
滨水景观公园 19个；新建提升生态廊道 62条
10.5 万亩，建成城市公园 13个，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增至15.8平方米。

具茨巍巍、溱洧泱泱。一个花开四季、清河
绕城、蓝天白云的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正在走入
现实。

延续历史文脉——
精心打造黄帝历史文化名城

新郑，一个文化味十足的地方，一座让亿万
炎黄子孙称之为“家”的城市。

置身新郑，仿佛在穿越历史时空。黄帝故
里、轩辕丘、郑韩故城、郑风苑、郑国车马坑……
一个个遗址，一条条街道，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
辉煌。8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 年的黄帝
文化、2700年的郑韩文化以及神秘的具茨山岩
画文化……在这里，至今仍保留并传承着中华
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

新郑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成长、建
都、立业之地。黄帝在此肇造中华文明。“黄河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黄帝文化就是华夏
文明的第一道曙光、第一缕晨曦，五千年文明的
滥觞都是从黄帝那里源源奔腾而来。”知名文化
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如是评价。

连年成功举办拜祖大典，新郑已成为海内

外炎黄子孙的拜祖圣地、心灵故乡和精神家
园。被誉为拜祖大典灵魂工程的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每年举办一次，持续推动黄帝文化传承创
新。今年金秋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文化
学者将如约相聚新郑，共赴一场文化盛典。

传承古今文脉，铸造城市之魂。新郑深入
实施文化特色彰显工程，以繁荣黄帝文化为龙
头，推动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完美融合、互促发
展，精心打造黄帝历史文化名城，让城市更具文
化内涵、文化温度、文化自信。

激活沉睡的“文化库存”，新郑让历史更生
动。

“给我一天，还你千年。”位于龙湖镇的黄帝
千古情文化旅游景区已绽放“芳容”，游、购、娱
一应俱全，利用先进的声、光、电科技手段实
景演出的《黄帝千古情》即将开幕试演，向世
界展示黄帝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独特
魅力。

洧水又名双洎河，是新郑的母亲河，是
《诗经·郑风》发源地、古老的爱情河。总投资
5.68亿元、占地 1100余亩的洧水公园（双洎河
综合治理示范段）已建成开园，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交相辉映，人们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该公园融古纳今，融合节约型绿地和海绵城
市理念，将明清时期新郑古八景融入现代水
系景观，营造出碧泽飞鹭、故城春秋、卧佛塔
影、涣水秉兰、塔寺晚钟、古韵荷风、溱洧秋
波、桑梓蕴秀等新八景，充分展示郑韩文化和
郑风文化。

按照“修旧如旧、复古如古”原则，修缮原貌
接旨亭、考院、县衙、南街古巷老民居等三四十
处历史建筑，初步建成南街古巷商业街，加快建
设郑韩故城遗址博物馆、黄帝故里园区，越来越
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新郑“活”起来，“文商旅”
融合发展，串珠成链，不断提升区域文化品位和
内涵、彰显城市鲜明形象与文化特色。

文化，与发展同行；文明，与城市共舞。新
郑坚持在黄帝文化引领下创建文明城市，夯实
基层文化阵地，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弘扬“厚德自强、传承创新”的新郑
精神，深入开展“感动新郑”“道德模范”等典型
选树和全民志愿者行动，形成了争做新时代最
美故里人的浓厚社会氛围，汇聚起崇德向善的
磅礴正能量。

从历史深处走来，黄帝故里新郑携古风今
韵之姿，展城市发展之魅。

成功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比出“精气神”，干出“加速度”。今年以

来，新郑建立“月评价、季观摩”考评机制，全面
开展高质量发展“擂台赛”，充分激发和调动广
大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干事
业好比钉钉子”的精神迎难而上、狠抓落实、做
出成效。

时下的郑韩大地，强化党建引领、城乡建设
管理提质、产业升级提速、文化特色彰显、生态环
境改善、人才队伍建设、治理能力提升、营商环境
优化、民生福祉增进“九项工程”正如火如荼地推
进，黄帝历史文化名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宜居
宜业生态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铺展出打造全
国一流国家中心城市副中心的壮丽图景。

跨越发展时不待，黄帝故里日争新！
(本版图片均由刘栓阳摄)

新郑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成长、建都、立业之地。图为黄帝故里景区

每年农历三月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如约在新郑举行 位于龙湖镇的黄帝千古情景区

以好想你为龙头带动，新郑形成了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之势

实施“芯”“屏”双轮驱动，新郑电子信息产
业已初具规模

新郑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管理，道路延伸
一路好风景

群众在家门口的游园里乐享美好生活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的南街古巷商业街
已初步建成

洧水公园建成开园，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交相辉映

推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新郑尽显现代时尚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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