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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出彩 梦圆小康的河南实践•

高抬郑州这个“龙头” 擎起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风华“郑”茂展宏图
——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奋斗记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时间丈量着发展的进

度，也标注着攀登的高度。

5年光阴，只争朝夕；5

年拼搏，春华秋实。

“十三五”时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胜阶段。在滚

滚时代大潮中，位于天地之

中、黄河之滨的郑州抢抓机

遇、砥砺奋进，加快建设具

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鲜明特征的国家

中心城市，铺展开波澜壮

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这5年，一系列国家战

略落地见效，形成高质量发

展“势”的叠加；跻身全国城

镇体系“塔尖”城市行列、建

设超大城市，实现“经济总

量破万亿、常住人口破千

万、人均GDP破十万”的

三大跨越；拓展城市版图和

发展空间，市域建成区面积

和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分

别增至 1181.51、651.35

平方公里；“国字号”盛会接

踵而至，迎来一个个“高光

时刻”；由内陆腹地城市崛

起为枢纽之城、开放高地，

助推河南深度融入“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立足

当下，回望过往，总能看见

时间坐标上镌刻下的熠熠

发光的印记。

奋进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郑州，这座古老而又年

轻的城市，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主动担当“引领

区域发展、支撑中部崛起、服

务全国大局”的使命，始终保

持奋勇争先的竞进姿态，奋

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郑州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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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篇

初冬的郑州，孕育着新的发展希望。
郑东新区北龙湖北岸，碧波蓝天辉映、风光旖

旎之处，一座创新人才集中、创新要素集聚的中原
科技城在“拔节生长”，总投资额超过1100亿元的
复星国际、芯成科技全球研发中心等60个项目签
约入驻，加速其建设成为中原地区科技创新策源
地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厚植创新土壤，启动创新引擎。郑州引入国
家超级计算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中科
院计算所大数据研究院等研发平台和科研机构，
打造“雨林型”创新生态体系，让科创产业、科技
人才能落地、留得住、发展好。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
创新驱动，科创“郑”力量在加速汇聚。依托东部
中原科技城、智慧岛、白沙科学谷（鲲鹏软件小
镇）以及西部自主创新示范区和CCD北部片区、
四个开发区、32个城市核心板块，郑州加快构建

“一廊、两翼、四区、多点”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空
间格局。目前，郑州高新技术企业已突破 2000

家，总数占全省的40%以上。
把握产业演进规律，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郑州积极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
命，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让
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衔接更紧密、支撑更有力。

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球的1/7，宇通客车产量
约占全球的1/8，速冻食品占据全国60%以上的市
场，盾构机产量破千台、产销量全球第一，郑商所期
货交易的“郑州价格”影响全球……立足于“枢纽+
区位+人力资源”综合比较优势，郑州把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耦合共生，已建成全国重要的智能终端（手机）生
产基地、全球最大的液压支架和盾构生产制造基
地、全球最大的客车研发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速
冻食品生产研发基地和物流中心，形成了电子信
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等6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数字“赋能”城市，加速新旧动能转换。郑州
牵手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大华、紫光、浪

潮、中国电子等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军团”加速
扩容，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
化，加速向“中部数字经济第一城”目标迈进。

晋升全球二线大城市、全球经济竞争力城市
100强、全球营商环境友好城市100强，入列中国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 20强、全国数字城市十强，
成为全国第8个市场主体超百万的城市，获评“机
遇之城”2020年度十强……一个个榜单的背后，
折射出郑州强劲的发展之“势”。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郑州经济“体
格”在强健，“韧性”在增强。2019年，郑州市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1.16 万亿元，在全省的比重提升至
21.4%，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15位。今年以
来，郑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经
济复苏向好，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405.53
亿元，同比增长 1.2%；完成进出口总额 2627.9亿
元，增长3.2%，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9.7%，总量稳
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位。国内外影响力、辐射力、
带动力持续提升，引领中原崛起的龙头越昂越高。

走好“枢纽+开放”之路 由内陆腹地崛起为开放高地

在郑州，物畅其流、货通全球是有底气的。
加拿大的小麦、乌拉圭的大豆“坐”着海铁联

运粮食专列而来；全球约一半苹果手机从郑州机
场“登”机而去，飞向世界各地。

一粒小麦、一颗大豆乃至一部手机的“跨洋
之旅”，所折射的正是一个连天接地、物通全球的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的实力。

郑州位居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承东启西、连
南贯北的交通区位优势是其最大的优势。厚植
这个“最大优势”，郑州被国家明确为全国最高等
级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不久前，郑太高铁全线按图试运行。“米”字
形高铁网基本成型，进一步巩固全国大局中的

“郑州位置”。
无“边”无“海”，妙招出彩。抢抓对外开放和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郑州搭建起空中、陆路、网
上和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探索出了一条内陆地

区开放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世界地图”上
不断描绘“出彩中原”。

“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郑州机场获批
第五航权，开通货运航线51条、客运航线194条，
客货运规模持续保持中部“双第一”，今年以来货
运量累计增速全国第一。

“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中欧班列（郑
州）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实现“多线路、多目
的地”常态化高频开行，班列网络遍布 30个国家
130个城市，累计开行 3700多班，成为中东部地
区唯一获批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

“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全球网购商品集
疏分拨中心基本建成，跨境电商“1210”模式全国复
制推广，E贸易辐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打造了家
门口的“世界商超”，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永久落
户郑州，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大门在郑州”。

“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顺畅。与青岛、天津、

连云港、宁波等沿海港口无缝衔接，依托铁海、公
海联运形成内陆“无水港”。拥有9大功能性口岸，
是功能性口岸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城市，初步构
建了与沿海相当、与国际接轨的开放体系。

开放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郑
州深化“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次
办成”，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企业注册实现

“秒批秒领照”，新注册企业累计超66000家。
放大枢纽优势，打造竞争优势，转化出彩胜

势。坚定走好“枢纽+开放”的路子，围绕打造“一
门户、两高地”，郑州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统筹“五区联动”“四路协同”，加快建设以自贸试
验区为引领、以航空港实验区为载体、以综合性
交通枢纽为依托、以开放体系为保障，全面深度
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有力支撑全省乃至整个中部
地区崛起的内陆开放高地，努力打造国内大循环
的战略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

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 建管高品质打造“幸福郑州”

最是幸福动人心。在最新评出的“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中，郑州首次入选，居全国十大城市
第7位。

“人民城市为人民。”近年来，郑州市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品
质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统筹老城更新、新城开发
和乡村振兴，突出“东强、西美、南动、北静、中优、
外联”的城市发展格局，走多中心、组团式、集约
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子，
让城市更美、群众生活更幸福。

便捷交通支撑幸福。“轨道上的郑州”全面铺
开，地铁 3号线一期、4号线今年年底开通，加上
已运营的1号线、2号线、城郊线、5号线、14号线，
年内总运营里程将达 206公里。绕城高速开启

“免费时代”，市域内15分钟上高速。“一环十横十
纵”道路综合改造完善着城市交通微循环体系和
慢行系统，逐步营造出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
市道路空间。

公共服务承载幸福。坚持把 80%以上的财
力用于改善民生，完善配套设施、健全服务。“15

分钟”为半径的家门口学校，“15分钟便民服务
圈”“15分钟健康服务圈”……孩子们在学校里有
午餐和课后延时服务，老人在家门口乐享“品质
晚年”。分类别、分层次改造主城区 1833个老旧
小区，惠及30万居民。

数字治理提速幸福。秒速提公积金、领取契
税补贴、孩子入学报名、智能停车……动动手指
尖，诸事“郑好办”。“郑好办”APP已上线政务服
务及便民服务事项 531项。“城市大脑”赋能“聪
明郑州”。

生态文明增色幸福。绿色已成为郑州的城
市底色和发展主色。今年郑州荣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成为长江以北地区首个获此殊荣的省
会及以上城市。建成公园 1129处，绿化总面积
1.95 亿平方米，近 4000公里的生态廊道编织出
市民惬意“慢生活”，基本形成了“城在林中、园在
城中、林水相依、林路相随”的生态格局。高标准
建设黄河滩地公园及沿黄慢行系统等，加速推动

“绿城”向“绿都”跨越。
精细管理夯实幸福。从细微之处入手，从群

众所需出发，郑州狠下“绣花功夫”，弘扬“工匠精
神”，以“序化”保畅通，以“洁化”促提质，以“亮
化”增颜值，以“绿化”美环境，用细心、耐心、巧心

“绣”出城市高品质。
文化发展涵养幸福。讲好“黄河故事”，郑州

全力建设“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
之源”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为国家中
心城市培“根”铸“魂”。郑州大剧院、郑州美术馆
新馆开放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大河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商代王城、古荥大运
河、百年德化、二砂文创园等文化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在创新中传承郑州的历史文脉。

干好干实一件件让群众“咧嘴笑”的事，郑州
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站在“十三五”的尾巴上，时间的指针即将指
向新的刻度。

对历史最好的回望，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保
持“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奋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郑州再
出发！③6

5年来郑州实现

三大跨越

人均GDP

破十万

常住人口

破千万

经济总量

破万亿

郑州高新技术企业
●已突破2000家

总数占全省的40%以上

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球的 1/7

宇通客车产量约占全球的 1/8

速冻食品占据全国60%以上的市场

盾构机产量破千台、产销量全球第一

郑州地区生产总值
●今年前三季度完成8405.53亿元

同比增长 1.2%

中欧班列（郑州）网络
●遍布30个国家 130个城市

累计开行3700多班

●成为中东部地区唯一获批的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企业注册实现“秒批秒领照”

●新注册企业累计超66000家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郑州首次入选

居全国十大城市第7位

●改造主城区 1833个老旧小区

惠及30万居民。

●建成公园 1129处

绿化总面积 1.95亿平方米

百辆宇通T7“驶入”G20杭州峰会 中欧班列（郑州）开辟新线路，拓展河南“朋友圈”郑州大剧院迎来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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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进出口总额
●2627.9亿元，增长3.2%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9.7%

总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