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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本报通讯员 任学军 蒋士勋

追梦逐潮，乘势御风，荥阳发

展驶入快车道。

一年来，荥阳市委、市政府带

领70余万荥阳人民，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切嘱托，抢抓中部地区

崛起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三大机遇”，

积极实施“拥抱黄河、融入郑州”

发展战略，打造郑西新城，建设和

美荥阳，一个“生态美、城乡美、产

业美、人文美、生活美、精神美”的

美丽荥阳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聚焦产业升级 集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不久前，郑州市政府与中车青岛四方
签署合作协议，投资 30亿元对郑州轨道
交通装备产业基地扩容升级，未来三年引
进配套企业 20个，形成轨道交通产业体
系，实现轨道交通产品全谱系化，轨道交
通装备全产业链配套，轨道交通全寿命周
期服务。

郑州中车的快速发展，是荥阳拧住先
进制造业这一龙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
一个缩影。荥阳始终把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作为战略性工程，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打造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密集出台推动产业发展配套政策，护
航市场主体成长壮大。荥阳主要领导包
抓重点产业发展工作机制建立：一个重点
产业、特色产业组建一套专门班子，一名
市级领导包抓一个重点企业，形成长效机
制，久久为功、接续推进。

抓住重点产业，始终不放松。优先发
展以轨道交通为主的装备制造、以超硬材
料为主的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以筑邦
芯投通信模块生产基地项目、优弘集成电
路为主的电子产业园项目为重点，加快芯
片封装测试产业培育。

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数
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
长极。郑州市新世纪材料基因工程研究
院围绕“碳纤维、石墨烯、金刚石等为特色
的先进碳材料”和“光电薄膜材料和制造
装备”产业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先后
研发出绿色石墨烯材料、新型锂离子电池
新材料、纳米清洁材料、无铟TCO原创材
料及装备等。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实力强。
主动把握国内国际大市场、大循环、大空
间，荥阳增强“调”的自觉性、“转”的急迫
性、“改”的主动性，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产业的大发展推动县
域经济水平和经济综合实力大提升，成为
全市上下共识。

目前，荥阳围绕实施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以三个产业集聚区为主载体，
打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形成现代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和超硬材料
等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带动力的百亿级产
业集群，力争在 3 年内进入全省前 100
名。加快推进投资 30亿元的数字产业园
建设，吸引更多创新资源向数字产业园集
聚，打造创新龙头企业，着力壮大新的经
济增长点。今年以来，荥阳 41个入选省
市级重点项目全部实现开复工建设，开复
工率100%。7月 28日，2020中国县域经
济百强研究发布，荥阳位居66位。

聚焦生态绿色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
软实力

近年来，荥阳市“好人”层出不穷。面
对从三楼阳台坠落的幼童，荥阳小学生陈
可煜伸出双臂接孩子的视频让人动容。
李春凤、马英荣登“中国好人榜”，李春凤
还获得“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行
为楷模……

荥阳缘何好人多？这得益于2015年
4月全面启动“修身行善，明礼守法”全民
行动。荥阳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构建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典型带
动的长效机制，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树立
社会主义新风尚，进一步彰显荥阳精神文
明建设的品牌特色，构造起高质量发展的
软实力。

加快建设现代乡村文明。文化振兴
是乡村振兴铸魂工程。荥阳把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作为重大工程，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自信，提振精气神、
增强凝聚力。

在聂楼村，90 年前的禁赌碑依然矗
立在村头，警示着人们。荥阳发挥村规民
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及新乡贤作用，
坚决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高额彩礼
等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推动农
村移风易俗。

6月 13日下午 5时许，荥阳市人民公
园内，打扮一新的荥阳狮舞登上舞台，在
锣鼓铿锵鸣奏声中，忽上忽下、左右跳跃、
腾闪挪移、登高直立，场面壮观、气势磅
礴。来自荥阳本土的柿霜糖制作技艺、河
阴石榴栽培技艺、隋青瓷烧造技艺等展
示，让人感受到荥阳的“非遗”魅力。

近年来，荥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申报各级非遗项
目 69项，涵盖了传统体育、音乐、手工技

艺、舞蹈等各个方面。
荥阳市积极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河南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和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部
署，主打“楚河汉界象棋文化品牌”，借助
象棋这座文化桥梁，进一步推动荥阳与世
界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今年，我们通过实施‘拥抱黄河、融
入郑州’发展战略，构建‘西美、北静’城市
新格局，为开创新时代‘郑西新城和美荥
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积极力量。”郑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荥阳市委书记宋
书杰说。

一年来，省市主要领导多次莅临荥阳
调研。要求荥阳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落
实“两山”理论，结合位居郑州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起点区位优
势，加快黄河荥阳段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
整治工作，扎实打造沿黄自然生态带、魅
力文化带、公共景观带、现代产业带。

秋日的索河湿地公园，水碧绿，天湛
蓝，天水相连。融融暖阳下，治理后的索
河湿地鸥鹭翔集，水草丰美，动静之中显
尽生态之美。以索河为主导，荥阳对枯
河、汜河及中小型水库等全市水系进行高
标准规划建设，谋划重大生态建设项目
25 个，总投资 65 亿元，着力构建系统完
善、循环通畅、丰枯调剂、多源互补的流域
生态系统。

聚焦城乡接合部和沿黄乡镇区域重
点突破。按照“西美、北静”的功能布局，
坚持“串珠成链、以线带面、以面促片”要
求，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交通设施为先导、
环境整治为关键、文旅产业为支撑、宜居
宜业为根本，以“北进”引领“北静”实现

“西美”，高标准打造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西
北部环带和绿带，高质量建设沿黄生态文
化旅游带和郑州西部生态屏障。

突出沿黄乡镇规划建设。荥阳拥有
45.7公里沿黄岸线，拥有黄河湿地自然保
护区105平方公里，境内黄河干支流流域
包括广武镇、高村乡、王村镇、汜水镇、环
翠峪、高山镇，共计 576平方公里，是“北
静”的重要承接地。按照“一带、两廊、六
区、多节点”的规划布局，高标准抓好黄河
荥阳段流域生态保护、环境整治和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以高标准“北进”推动高质量

“北静”，实现全域高水平振兴。
顺着沿黄快速通道向西，驶入汜水镇

南屯村。路边汉唐风格的饮马沟景区大
门镌刻着 10余幅大型三国文化浮雕，引
人注目。南屯村紧邻黄河，相传吕布在此
屯兵屯粮。近年来，依托历史文化、黄河
资源，南屯村大力发展特色休闲产业。如
今，南屯村在黄河边打造了长征文化主题
公园，传承中原历史文化，成了郑州市新
都市田园休闲区。

拥有厚重汉唐文化、黄河文化的美
丽荥阳，如何打好“文旅牌”？荥阳提出，
打造好荥阳在“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
郑汴洛沿黄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支撑点，

不断提升荥阳文化旅游影响力、竞争力，
到 2020 年成功创建成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战略，荥阳紧盯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和省级森林城市目标，高质量建设
森林、流域、湿地、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
统，大力“增绿、增水、增湿”，全面推进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行动。大力推进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提档升级，重点围绕北
部沿黄生态农业旅游带、南部山水生态
景观带等，加快打造古柏渡飞黄旅游区、
丰乐樱花园、高村乡河阴石榴风景区、环
翠峪风景名胜区等旅游景点，高标准规
划建设环翠峪森林公园、三仙庙湾水库
湿地景观等特色景点。立足郑州沿黄生
态保护示范区建设要求，以沿黄河、沿邙
山、沿路网为重点，大尺度、宽纵深推进
生态隔离带和沿黄慢行廊道建设。扎实
开展环城水系生态廊道建设，让荥阳的
水“多起来、连起来、动起来、活起来、美
起来”。把南部山区生态修复作为南部
山区产业升级和快速发展机遇，以塔山、
环翠峪风景区、洞林湖度假区、官窑遗址
等资源为基础，科学运用多功能植物景
观，着力提升区域内的绿化覆盖率，打造
南部山水宜居田园新城。提升林业生
态、城市绿道、公共绿地、生态隔离带建
设，打造郑州西部生态屏障。公共单位、
企业拆墙透绿，加快建设微公园、口袋公
园、微景观，奋力冲击“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让老百姓“推窗见绿、眼中有绿”，实
现“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在 S312沿黄快速路旁，郑州昌明奶
牛科普乐园，孩子们欢声笑语在园中飘
荡。利用牧场优势，公司打造出牛奶科
普区、DIY 体验馆、挤奶体验区、奶牛科
普区、亲子娱乐区等，专人免费讲解，喂
奶牛、品酸奶、学知识。奶牛科普乐园是
荥阳绿色休闲农业的写照。荥阳正在打
造推广一条富有荥阳特色的“邙岭风光
览胜游”黄河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把沿黄
邙岭山水风光、生态休闲、赏花摘果、亲
子体验、科普研学实践等 20个精品园串
成线、连成片，形成“春赏花、夏戏水、秋
摘果、冬休闲”的四季休闲旅游观光品
牌，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健康发
展。

拥河发展 美丽荥阳展开新画卷

聚焦城乡统筹 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荥阳坚持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双轮
驱动，把城镇和乡村贯通作为发展的关
键，打造以城区为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乡
村为腹地的发展新格局。

水泥路出行，小花园怡情，手绘画美
观，村史馆留根。文化广场、篮球场、门球
场一应俱全。“俺村不但颜值高了，天然气
通到了家门口，用上了水冲式厕所，里里
外外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广武镇插闫村
的村民说起变化，如数家珍。

插闫村的变化，源自改造工作的强力
推进。荥阳的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涉及
广武镇、豫龙镇、贾峪镇 3个乡镇共计 46
个村，26989户、122199人。按照“一轴、
三区、五廊、六片、十点”总体规划，加快打
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高品质城乡
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

“原先这里杂乱无序，小区很破旧，如
今，道路平整，环境好了，打心眼里感到高
兴。”家住荥阳市京城路街道永丰巷的陈先
生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出来围着小区走一
圈。哪里有民生“痛点”，哪里就是治理发
力点。荥阳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
导向，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群众不满
意的地方改起，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抓细抓
小抓实，实现“老城区全面复兴、新城区品
质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新局面。

新落成的郑上路跨索河桥梁像一双
漂亮地眼睛，横亘在索河之上，郑上路“肠
梗阻”彻底解决。加快“融入郑州”，荥阳
扎实推进“三纵三横”、索河路、荥泽大道

“一横一纵”道路综合改造提升，加快推进
市区 50多条道路和荥泽大道跨郑西高铁
等 6座桥梁建设，构建与郑州中心城市相
连接的城区交通路网体系。

加快核心板块规划建设，荥阳把宜居
健康城示范区建设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
新支撑点、城市建设的新亮点、城市结构
的关键点，加快推进医康养综合体项目、

中科院微生物项目、中科基因等项目建
设。郑州人民医院、骨科医院、妇幼保健
院今年年底前达到开诊条件。

城乡统筹，乡村振兴是关键。荥阳
“做优”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努力走出一
条具有荥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城乡
协调发展中走在前列。

通过土地流转加快发展规模高效农
业，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食品
行业摸爬滚打 12 年的李杰放弃百万年
薪，9年前回到高村乡高村村，创办了新田
地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了“土地托管”生
涯。闭环式的粮食产业运作，解决了农户
从种到销的所有环节，既降低了种植成
本，又保证了作物的丰产优价。李杰说，
未来几年还将扩大规模，力争做到产业

“全覆盖”。
初秋时节，荥阳市高村乡刘沟村成片

的石榴园郁郁葱葱。村民们顶着烈日忙
着给软籽石榴除草、浇水。“今年石榴长势
不错，一棵树能结 100余个石榴，一亩地
能收三四千斤。”52 岁的刘相义告诉记
者，就是眼前的这片石榴地，让他奔向了
幸福的小康生活，刘沟村也从省级贫困村
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把产业振兴当作首要任务，荥阳依托
郑州特大城市的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导
入，打造乡村振兴持久动力源。

“土地年年有租金，在家门口一月能挣
两三千元钱。”如今，每天早上8点钟，荥阳
市广武镇闫村村民何建坡准时到陈砦花卉
荥阳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随着该村“美
丽经济”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村民“变身”为
上班族。2017年，闫村与陈砦花卉集团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利用闫村2000多亩连片
土地优势发展花卉种植产业。村民樊春生
算了一笔账，种植小麦和玉米，每亩年收益
约1000元。土地流转后年租金1700元。

“过去种地没起色，现在土地流转后，还能
就近打工，日子越过越舒坦。”

惠民生增福祉 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真切

落实黄河国家战略，荥阳市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和目标——以水为脉，保护黄河“山水林田湿”生态系统

强化管理为丰产

5月 20日，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本地化制造的郑州地铁3号线一期首列地铁
车辆整装待发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成为荥阳
一道亮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