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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月初，2020中国（河南）国际大学
生云上时装周在新密豫发密兰小镇拉开序
幕，以“文化引领、设计展翼、产业协同”为主
题，探索黄河文化在时尚领域的传承与创新，
线上线下 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作品
参与其中，30所大专院校、近百家品牌服装企
业加入盛会。

文化盛宴与流光溢彩间，新密产业如火
如荼的发展可窥见一斑。

产业发展保持旺盛活力，来自新密在应
对“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

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发
展进入不确定性状态。面对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阶段，新密市认真落实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疫
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各类风险问题和挑战，
以“三送一强”活动为主抓手，聚焦重点难点，
强化服务意识，精准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

疫情发生后，新密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
综合研判，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
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通过强组织、建机制、定

策略、抓推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截
至目前，市财政共投入 3581.43万元，用于救
治，防疫物资购买，定点医院、隔离病区、集中
隔离点建设等疫情防控工作。

认真落实省 20条、郑州 30条政策，出台
新密市“1+14”政策举措，公布部门24小时值
班电话，在政府网站、广播电视台设立专栏，
制作“三送一强”政策二维码，向企业发放政
策清单、一封信、海报、折页等 100万余份，广
泛宣传切实提高各项惠企政策知晓率。成立
以市长为组长的企业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复工复产日通报日报告周例会制度，
对发现问题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组
建 18支干部分包服务专班、300人服务小分
队，全域全面开展“一对一”服务、上门服务、现
场服务、线上服务。对涉企政务服务事项，推
行“不见面”审批服务模式，进一步压减材料、
简化环节、优化流程，创造条件推行“立即办”

“容缺办”。截至目前，全市应复工企业（工程）
6626家（个），已复工6626家（个），累计复工率
100%；应复工 96575人，已复工 96575人，用
工恢复率100%。

产业美 “危”与“机”中辩证认识筑牢发展之基

□本报记者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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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彩打造“西美”新图景！

新密

浓墨重彩打造“西美”新图景

城市美 “精”与“细”中高品质推动城市建设管理

城市对于市民而言是“家”的归属，城市
建设与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关乎市民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

新密市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功
能要求出发，思考谋划城市布局和建设，以

“六城联创”为统揽，不断加快完善城乡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解决“老、小、旧、远”等
民生问题，以高品质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

平开放、高效能治理的要求做好城市建设发
展的大文章。

密织交通网络，加速国省干道、高速公
路、快速通道建设，路网密度提高到2.5公里，
通达郑州城区、航空港区和中原城市群的半
小时、一小时经济圈，域内 15分钟高速圈、15
分钟干线公路圈基本形成；同时以拉大城市
框架、打通断头路、市政道路升级改造为重

点，加快推进城市道路建设，进一步增强城市
的综合承载功能。

实施民生工程，加快推进城市供水供气供
热工程建设，“南水北调”引水入密工程实现常
态化供水，“引热入城”“引热入郑”顺利推进，全
市供气普及率达96.5%；优化教育医疗设施建
设，加快城区13所公办学校建设，“大班额”现
象逐步缓解；着力构建 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

圈，全市有9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开工建设，2所
已实现试运行。

提升精细化管理，以“双改”和“双创”为
抓手，扎实推进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大力
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加快推进城乡
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市精细管
理水平，持续深化常态化管理，深入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城市美好生活。

生态美 “绿水”与“青山”间打造“西美”新图景

8月 8日，裸心集团与美景集团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在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委会举行。
战略合作的“核心”是：将依托伏羲山的天然
景致，融合黄河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
打造美学民宿和高级度假酒店的新风尚，引
领中国高级山野度假的水准与风向。

是怎样的“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围绕郑州“西

美”的功能布局，新密市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双统筹、双促进”的发展目标，打造“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密实践。
生态绿化卓有成效。坚持山区森林化、

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
林荫化、庭院花园化的“六化”标准，全面提升
全域生态发展水平。在城区，绿化覆盖总面
积达1170.75公顷，绿化覆盖率 36.93%，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1.06平方米，形成绿地布局合
理、功能设施齐全、风格特色鲜明的城市园林
景观。在乡村，启动实施“千百十”国土绿化
示范点工程。在廊道，坚持“路通绿至”的原
则，开展道路景观绿化和生态廊道建设，完成

廊道绿化 925.4 万平方米，市域道路绿化达
100%，全市道路形成“点成景、线成荫、片成
林”的林荫路系统。数据最有说服力：全市实
施国土绿化 4.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4%，
成功创成省级园林城市，“三绿”指标达到国
家园林城市标准。

生态修复扎实开展。持续开展“三区两
线”以及露天矿山综合整治生态修复，黄固
寺、朱家庵6个村提名为国家级森林乡村。做
好“水润新密”文章，云蒙山水源地修复、溱水
河、双洎河综合治理有序实施，水环境品质、

水资源保障不断提升。
“三大保卫战”深入推进。城乡污水“1+

5”处理体系基本建成，农村污水处理率达到
85%以上，超过国省平均水平，完成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四改”10 万户，累计完成投资额
5.2 亿元。新密市先后荣获全国造林绿化百
佳县（市）、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全国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市）、全国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市）、河南省生
态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等荣誉
称号。

生活美 “精品化”与“特色化”文旅项目助力脱贫攻坚

金秋八月，新密的土地上写满“收获”。
8月 18日中原打卡新地标——银基动物

王国终于正式开园！这一河南重磅文旅项目
深刻把握了全景化、融合化、精品化旅游趋
势，是新密精心打造的特色品牌，标志着中原
文旅产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时期。

银基动物王国仅是一处缩影，因地制宜、
整合资源、创新思路，新密打出“文旅牌”，并
由其带动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新密人整体走
向富裕，拥有美好生活。

位于新密西北的尖山风景区基础设施落
后，贫困人口集中，人均收入只有千元。近年
来，在新密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围绕乡村旅

游“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需求，尖山大力提
升基础设施、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建设集体经
济民宿，以全域旅游带动精准扶贫，全区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年的 1187元增加到
2019年的16824元。

探究新密的扶贫密码，最根本的是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位谋划，市委书记、市
长亲自挂帅，深入扶贫户家中调研慰问，研究
部署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一级带着一级干、一
级做给一级看，全党全社会合力攻坚的局面
迅速形成，一套新密特色、行之有效的脱贫攻
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随之布局。

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新密市用足“绣

花”功夫，针对贫困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因人
施策、因户施策：全市 49个贫困村的森林覆
盖率达 63.6%，开辟“全域旅游+精准扶贫”新
路径，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对不适宜搬
迁、旅游资源和产业基础较弱的地方，加大土
地流转和种植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新型农业
经营组织建设和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大力发
展村集体经济；加大项目谋划实施，华夏幸福
新密产业新城（袁庄）、路劲集团双牛山羲和
小镇（米村）、奥伦达部落黄帝养生小镇（苟
堂）等重大产业项目相继签约落地；抢抓“互
联网+”发展机遇，采取“电子商务+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建成村级电子商务服务

网点 50个，带动优质品牌农产品线上销售，
有效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产业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
贫……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统
领下，种种“加强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
法在新密不断推出，汇聚起澎湃的扶贫“巨能
量”。2019 年，全市接待游客突破 900 万人
次，增长 20%，综合收入 66.8亿元，顺利通过
省旅游扶贫示范县验收，荣获河南省电商扶
贫先进单位。目前，全市 28个贫困村全部摘
帽、3793户 16391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
集体收入平均达 10万元以上，贫困群众过上
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美好生活。

乡村美 “聚焦振兴”与“构筑空间”赋能乡村振兴

9月 4日孟秋之夜，新密米村镇慢城幸福
路灯火辉徨，《梨园春·美丽乡村唱起来》新密
站晚会现场，热闹非常。台上表演异彩纷呈，
台下喝彩接连不断，高端文化饕餮之宴，让新
密美丽乡村——米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后，新密市精心谋
划以黄固寺、朱家庵等9个美丽乡村建
设为重点，围绕打造“山川密境地，幸福

大花园”特色品牌和
全省乡村振兴新标
杆、郑州西南幸福大
花园目标，聚焦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五个振
兴”，树立乡村振兴
中原样本发展定位，
构筑“一区一环四带
五中心”空间布局，
打造美丽人居，建设
美丽生态，发展美丽
经济。

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大力发展特色高效
农业。2017年以来，在郑州环城都市生态圈
新发展生态农业 7.28 万亩。全市建成以樱
桃、葡萄等特色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45个，土地流转面积 17.6 万亩，培育龙头企
业 35 个，知名品标 29 家。依托西北部伏羲
山生态屏障，重点打造郑少洛沿线美丽乡村
旅游带，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 260余家，推
出密玉、密瓷、金银花茶、高山杂粮等特色旅
游商品 60余种。2019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 120万余人次，营业收入达到 1.5
亿元。

以生态宜居为关键，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切实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投入。建立三
级五方投入机制，制定《新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创建示范村和达标村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等
文件，对完成创建任务示范村和达标村市乡财
政分别按户均3000元、1500元标准进行奖补，
有力促进了村容村貌不断提升。2019年完成
16个省级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创建，2020年计
划完成17个省级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创建。

以生活富裕为根本，提高乡村民生保障水

平。坚持把就业创业作为农民增收主渠道，多
渠道促进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加
快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大规模建校行动，
新开建中小学校 13所，新增学位 2.5万余个。
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市325个
村（社区）全部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2019年，
全市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434元，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680元，先后被命
名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市）”“河
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县（市）”。

2020年，新密持续发力，一揽子新“计划”
正在实施的路上：

启动编制“十四五”规划，支撑“西美”、配
合“南动”，推进年投资370亿元的301个重点
项目，大力构建“三链融合”的美丽经济生态体
系，其中以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重塑产业优
势，谋划实施“三大改造”项目53个26亿元。

以改进城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双改”
工作为主线，以“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为重
点，构建以北部产业新城、新密新区等“2+11”
为核心的 1—3平方公里的核心功能板块，带
动城市片区示范开发、梯次更新。全域推进5

个美丽镇区、100个美丽村庄、100个美丽田
园、10条美丽公路、5000个美丽庭院建设，构
筑“绿色屏障+美丽廊道+示范园”的美丽生态
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扩大美丽先行优势，
实施年投资30亿元的42个生态建设项目，建
设“三生融合”美丽新密，创建国家“两山”理
论实践创新基地。高起点、多维度实施“一屏
五美六路多园千百十示范点”工程，把全市
1001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大花园来规划，将每
个村和社区作为景点来设计，每户庭院作为
作品来改造，新建续建12个美丽乡村，每个乡
镇、街道建成1处3000平方米以上游园，开窗
见景，出门见绿，绿中见美，努力把每个乡村
都打造成为A级景区。

以数字政府为方向，把“用户思维、客户
体验”融入治理服务链条，深化“放管服”改
革，继续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推行

“一件事”的“一网通办，一次办成”。加快建
设“城市大脑”，启动建设市级大数据中心，拓
展“i新密”智慧民生公共服务平台，实现80%
以上企业一次办成、准入即准营。

伏羲山红石林景区

2020 中国(河南)国际大
学生云上时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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