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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两个更好”指方向
这一年，走进山水茶都、老区信阳，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2019年 9月
16日，习总书记来到这片红色热土，留
下“要把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的嘱托。

一切，为了“两个更好”：2020 年，
脱贫攻坚战得胜收官，贫困乡亲们都过
上了舒心日子，所辖 8个贫困县也全部
摘掉了“贫困帽子”；接续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红”“绿”信阳越
绘越美，“美丽经济”越擦越靓；成功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中心城区一批重点工程
竣工投用；千里长淮成功截流，引淮供水
灌溉工程息县枢纽开建，五岳水库抽水
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淮河生态经
济带越拉越长；重大项目建设遍地开
花，全市开建 411 个项目，总投资达
818亿元；牵手江浙沪，对接京津冀，深
化合作交流，加快融入“双循环”，让
880万信阳老乡，在奋力实现“两个更
好”中，日子越过越舒坦、生活越来越
美满。7 （胡巨成 刘宏冰）

开封

东京梦华“开”新局
2020年岁末，开封迎来一连串很硬

核的讯息：12月 15日，开封海关开关运
营；12月 27日，开封综合保税区获批设
立；12月 29日，开封市委主要领导职务
调整……

都说开封城摞城，其实换个视角，延
续千年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岂非更是
一直在演绎城托城的故事？

城托城，城更好。当2020托起全新
的 2021，过去一年里吃过的苦、作过的
难，已如烟云般纷纷散去。而存蓄的
力量、积攒的动能，则似滔滔东流
的黄河水般，又把开封推到了新
时代的风口之上。

东京梦华，穿越千年。站上
新的历史起点，2021，开封当开新局。

开新局，是要站到铁塔之上远眺，做
好“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开
新局，是要站到黄河之畔思谋，擘画“八朝
古都”出彩大文章；开新局，是要扎根于开
封550万人民中间，苦干实干干成事！

2021，开封发力，必开新局！7
（龚砚庆）

焦作

顶流IP“拳”倾天下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北

京时间2020年 12月 17日晚，伴随着在
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敲响的木槌声，中国太
极拳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00年来，太极拳从陈氏一族“独得
之秘”到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从陈家沟
走向全世界。申遗成功更是让太极拳一时
间成了顶流IP。

2020年，怀川喜事多。
这一年，摘得全国文明城市桂冠，文明

因子已渗透到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肤”；
这一年，全国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花落博爱，生态的绿、电商的蓝、村落的
红，让这个豫北小县处处皆景、步步入画；
太焦高铁开通，才喝“胡辣汤”，又能品上
“老陈醋”……

这一件件大事、喜事、盛事，让顶流
“太极”和“骑在大象背上”的焦作绽放出
更绚丽、更夺目的“火花”。7

（陈学桦 姬姣姣）

漯河

三链同构产业兴
提起漯河，你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中

国食品名城”这个金字招牌。确实，食品
产业绝对是该市的“一产业”：去年前 11
个月，该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增加值、营
业收入、利润、税金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的60%、60%、80%和80%以上。

如此“逆生长”，秘诀何在？
2020 年，全市仅粮食联合体就达

到8家，联合体内推行订单化运作，食品
供应链不断健全；实施“食品+”工程，着
力贯通食品与装备制造、造纸、生物医
药、盐化工、物流、动物饲料等产业，食品
产业链不断延伸；伴随着产业链供应链
的不断完善，食品价值链也稳步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同
构”，正是该市食品产业“坚挺”的法宝。

新阶段新征程，漯河市又进一步
拉高标杆，以“两个上台阶、四个走前
列、两个大提升”为目标，着力实施
“八区联动”，高质量发展动能磅
礴。7（郭海方)

三门峡

天鹅引吭颂新绿
“哇喔，快看！天鹅起飞了！”
“竟然能飞这么高！”
“当然，天鹅能飞越珠穆朗玛峰。”
“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
冬日的三门峡，叶落归根、黄河复

清，天鹅的鸣叫回荡在崤函大地……然
而数年前的景色却并非如此。黑臭水体
污染环境，矿山开采破坏生态也曾困扰
着三门峡。

一 条 百 里 生 态 廊 道 来 之 不 易。
2017年起，三门峡连续三年将矿山环境
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列入全市“攻坚战”
之一，力争达到“老问题逐步解决、新问
题不再产生、生态环境总体向好”的目
标。违规的矿山坑口，关；非法的沿河采
砂点，关；私自在黄河上办农家乐，关！

治理后的黄河岸，吸引了大天鹅、小
天鹅、疣鼻天鹅等300多

种野生鸟类来此越
冬，它们呼朋引伴
引来更多珍稀禽
鸟 光 顾 …… 7
（王小萍 龚鸣）

济源

老愚公的“国际朋友圈”
俺是老愚公，家就在济源的王屋山

下。愚公移山的故事说的就是俺。俺已
经2000多岁了，啥事儿没经历过？可最
近几年家乡的变化真是让俺开了眼——

一条条高速公路穿山越岭，俺想看世界
别提多方便；先是“互联网”，后来有“5G”，更
是让俺这个老山民“坐家观天下”。

还有，俺家门口的那些企业，别看一个
个都藏在王屋山的“深闺”中，可他们都有
自己的“国际朋友圈”，产品都出口，欧亚美
洲全都有。听说，像这样拥有进出口资格
的企业，济源就有140多家呢！

托他们的福，俺老愚公自己的“国际
朋友圈”也不断刷新，韩国漆谷郡、日本新
座等城市，都和俺家乡结为了友好城市。

小朋友告诉我，2020年1月至11月，
济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和增幅均居全省
第二位。好消息呀，看样子，俺的“国际朋
友圈”又要扩容喽！7（成利军）

南阳

教育之“光”映未来
一度，南阳中心城区各个学校人满

为患，推开门黑压压都是脑袋……2017
年，南阳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要用 5
年时间，投资 110多亿元，在中心城区建
设 20 所完全学校。吃瓜群众嘴上说，
“这是挑战‘不可能’”，一边观望一边又
在心里期盼。

转眼，2019 年和 2020 年秋季开
学，8所完全学校建成投用：教学楼巍峨
气派，图书馆、游泳馆、篮球馆一应俱全，
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不同阶段实行
分级管理，坚持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努
力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2020年，南阳81.46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111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7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空气质量持续优化，
造林总量连年位居全省第一，“三馆一
院”正式投用……这一年，太多可圈可
点、触手可及的幸福，让南阳老百姓感受

到满满获得感，也助力南阳在高质
量发展的大道上行稳致远。7

（孟向东 刁良梓）

平顶山

“煤”“美”与共“气质”怡人
2020年，平顶山全年实现优良天数

264天，优良天数净增加数全国第一。
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源型城市

的平顶山，不仅没有了“会呼吸的痛”，还
通过60多项重点举措，坚持不懈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显
著改善，成为全省 5个入选《2020中国
宜居宜业城市榜》的城市之一。

从“煤城”到“美城”，除了有“面子”，
还要厚植“里子”。平顶山努力在践行新
发展理念上闯新路，筑牢绿色生态“基
底”，紧扣“建设全国转型发展示范市、争
当中原更加出彩样板区”战略定位，提出
构建“一主二优四新多元支撑”的现代产
业体系，聚力打造“七地一枢纽”，大幅提
升“八个度”，实现以生态为底色、富裕为
标志、文明为内核、美丽为名片的魅力鹰
城新蝶变。7（张建新 王冰珂）

鹤壁

当好“服务管家”
企业如鱼，环境似水。近年来，豫北

小城鹤壁先后引得京东、华为、阿里、浪
潮等一大批行业龙头安家落户、“如鱼得
水”，这背后离不开“服务管家”的强力应
援。

营商环境也是“竞争力”，为擦亮营
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鹤壁市不断祭
出“政策大招”，形成了以服务管家为核
心的“五位一体”服务机制，用硬核举措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全市 974 名“服务管家”不领一分
钱工资，办事“零延误”，落实“零折扣”，
既像“军师”、又似“保姆”，用心用情为企
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在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中与企业并肩作战。

2018年、2019年，鹤壁营商环境评
价连续两年排名全省第三，华为在我省
的两个实验室均花落鹤壁，天海集团、仕
佳光子、中维化纤、国立光电等一批本地
企业正成长为行业“隐形冠军”。7

（郭戈 秦川）

新乡

质效双升的发展密码
6分钟，在新乡够干啥？
把身份证插入“秒批机”，根据程序

指引输入信息，在摄像头前“刷个脸”，就
能拿到营业执照，实现“老板梦”！

刚刚“上任”的首批两台“秒批机”，
由电脑审批替代人工，实现“秒批秒办”
和“零跑腿、零排队、不见面、全自动”。

这就是“高效新乡”！深入推动效率
变革，取消申报和证明材料近2000项，
审批时限压缩 50%，新乡离“全省审批
事项最少、审批时间最短、审批服务最
优”的目标越来越近！

“嫦娥”回家不迷路，靠咱造的定向
仪；测量珠峰“身高”，咱有“雪深探测雷
达”；从“天问”“天宫”到护航北斗，从巡
天“神舟”到深海“蛟龙”，一系列重大科
技成果背后都有“新乡智慧”的贡献。

这就是“高质新乡”！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居全省第 3位，省级以上创新研发
平台达到 368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大科技支撑！7（李虎成 赵同增）

许昌

智造之都的创新之年

安阳

“洹泉涌流”招贤才
2020年 3月 24日，安阳市重磅发

布“洹泉涌流”人才集聚计划，一举激活
了洹河之滨的“一江春水”。

是人才你就来，且看安阳“放大招”：
中高级人才3年内可享受生活补助，

生活补贴最高2000元/月，住房补贴最高
一次性12万元；享受每月90次免费乘坐
市内公交车，参加“一元民生”政府综合救
助……招才引智，安阳一向是“认真的”！

围绕建设区域性中心强市，安阳坚
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精
品钢及深加工、文化旅游四大千亿级主
导产业计划到202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突破5000亿元。

安阳，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渴望人才、需要人才。

贤才良将“洹泉涌
流”，安阳奋飞只争朝
夕！7

（任国战 杨之甜）

驻马店

“国际农都”底气十足
舌尖上的河南，有滋味的天中。身处

中原，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资深“吃货”，
驻马店这个地市你必须了解。以正阳高
油酸花生为原材鲜榨的“鲁花”，将夏南牛
分割加工至日本神户牛肉级别的“河南恒
都”，比 iPhone12更香的“十三香”，均定
位此处。泰国正大、伊利、徐福记等围绕
农产品加工的企业达1806家之多，涵盖
面、油、肉和乳制品、调味品、特色食品等。

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黄淮平原、沃
野千里，驻马店有着发展农业的先天优
势。粮食产量常年稳定在 160 亿斤以
上，泌阳花菇、平舆芝麻、西平小麦等特
产赫赫有名。

以“农头工尾”为抓手，驻马店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
二连三”，矗立起产值1800多亿元的

农加工产业“巨无霸”。借助中国农加
工投洽会这一“宝藏平台”，建立中国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园一会”成为当地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腾飞“两翼”，助力“中
原粮仓”向“国际农都”跨越转变。7

（杨晓东 祁道鹏）

商丘

殷商之源 通达八方
俺商丘，六朝古都之地，“殷商之

源”。俺最大的特点就是交通发达，是国
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重要枢纽，“一
带一路”重要物流节点城市、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和全国 66个区域流通节
点城市。

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运营，俺从
此坐上了“高铁”；2019年，“米字形”铁
路枢纽、“四纵四横”高速公路格局渐次
形成；同年，俺的东站启动运营，京津与
珠三角北上南下的高铁列车与俺高铁站
的动车组实现“南北呼应”。

俺如今将成为仅次于“郑”老大的全
省第二个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俗话说“得枢纽者得天下”。下一步，
俺准备打造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当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最大的商贸物流
中心、物品集散分拨中心、物流信息中心、
交易结算中心……诚邀四面八方宾客，尽
揽五湖四海生意。7（王平 刘梦珂）

洛阳

四千年古都拉起都市圈
2020 年洛阳好忙，24 小时“云”直

播牡丹文化节，应天门下给全球华人贺
中秋，古都论坛共庆龙门石窟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洛阳都市圈
发展规划（2020—2035）》出台，地铁一
号线开始试运行，加油吧打工人，发展才
是打工魂~~~

打工人的职业规划：
豫C洛阳将带领平顶山、焦作、三门

峡、济源，形成一体化发展Circle，以黄河
Culture作为都市圈发展的精神纽带，加
强四城区域间的Communication，强化
与郑州都市圈、西安都市圈、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区域的 Cooperation，形成辐射
豫西北、联动晋东南、支撑中原城市群高
质量发展的Company。

来年赶赴惊鸿宴，一睹洛神盛世
颜。洛阳，一个古今辉映、诗和远
方的地方！7（田宜龙 郭歌）

濮阳

“化”出新境转好型
说起“濮水之阳”，必提石油“钻机”

与“液体黄金”的老黄历？那你就错得太
离谱了。2020年，濮阳缔造诸多“高光
时刻”，虽然桩桩件件离不开石化产业的
主基调，却有了高端化、绿色化、循环化
的新“人设”。

树起转型升级的风帆，65平方公里
新型化工基地领跑全城，推出不少“濮选
好物”。瞧，机械手大笔一挥，我国首条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白光热玻璃生产
线行云流水；瞧，我国首台火星车出征，
“濮阳造”特种隔热降噪材料护航“天问”
之旅；瞧，名为“聚碳酸酯”的塑料，濮阳
用技术创新撬动它在航空航天、5G的
新应用；瞧，玉米秸秆变身生物基可降解
塑料，闪亮“天南海北”……

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功能化学
品集群集优，濮阳为绿色发展“算术题”
提供新解法，

石化集群外，绿色风电产业新战场
也正“风”起云涌……7（王映）

2020我们一起走过极不寻常的日子，共同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和风霜雨雪的

洗礼。叩问初心，是奋斗让我们心手相连，勇毅笃行，是信念让我们风雨兼程。

抗击疫情、决战脱贫、努力种“数”、辛勤耕“云”……十八省辖市、诸多关

键词，串联起出彩中原动人故事。

草木勃发，春山可望。2021，“十四五”开局，新征

程开启，大考仍将继续……加油！中原儿女！7

郑州，一个来了都说“中”的地方。
“中不中？”“五区联动”，陆海空网

“四路协同”，在世界版图上标注“开放郑
州”的鲜明印记。厚植“区位+枢纽”优
势，成为全国重要的国际性现代化综合
立体交通枢纽城市，书写的“米”字独领
风骚。

“中不中？”“东强”“南动”“西美”“北
静”“中优”“外联”，塑造现代化城市形
态。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延伸城
市风景线，增添百姓新福祉。

“中不中？”老城复兴，新区崛起，核
心板块提速建设，中原科技城、鲲鹏软件
小镇孕育生长，科创“郑”力量加速汇聚，
新的无限希望肆意滋长。

郑州，多少目光惊叹你的“逆袭”，“郑
龙头”“郑中心”“国际郑”……你不仅是河
南的郑州，更是中国与世界的郑州。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强化“领”的
责任担当、“创”的科学精神、“闯”的进取
劲头，郑州已开启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7（徐建勋 王延辉）

1 秒，126 克拉人造金刚石从黄
河集团产出；1分钟，100顶瑞贝卡假
发销往全球；1小时，13台森源新能源汽
车下线；1天，1644 吨再生不锈钢板由
金汇集团“智造”……这一年，有多少创
新的种子在许昌长成大树；这一年，有
多少创新的故事在许昌一纸风行。

2020 年是许昌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创新年”。以创新驱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成为许昌向“智造之都”
迈进的响鼓重槌。

这是路线图：加快培育新兴产
业，使“新锐挑大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改造，使“老树开新花”。构建黄河
鲲鹏产业生态体系，壮大新兴产业集群，
培育数字经济……创新之年，新风扑面。

这是宣言书：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上走在前列，未来十年建成省内领
先、国内知名的创新型城市。

智造之都，志在千里。7
（董学彦 窦晓雪）

策划：河南日报编委会
执行：河南日报地方管理部

制图/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王皓 梁乙轩 陈霈 闫子怡）

省辖市高质量发展特别报道

是你写下
出彩中原动人故事

扫码看出彩中原的扫码看出彩中原的
pengpeng友圈友圈

周口

中原港城 扬帆远航
2020 年，咱大周口又多了个新标

签——现代化中原港城。
这一年，周口港完成内河航运组网

的最后一步。周口港至连云港港、上海
港、大丰港航线连续开通，运输能力实现
历史性突破。

这一年，周口港区建设成就卓著。和
益海嘉里签约打造粮油基地，与华为合作
共建智慧港口……仅上半年港区便签约
重大项目15个，投资总额241.2亿元。

这一年，中原港城声名远播。全国
港口行业多式联运大会、第一届周商大
会……一连串高规格会议使中原港城的
形象在全球不断扩散，也加速了临港贸
易物流产业发展。目前，港区附近有本
地航运企业 18家，从业人员 2万多人，
沙颍河真正成了一条流金淌银的河。

3年前，周口提出建成通江达海的
中原港城。如今，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
航运第一大港，来周口的人都要到这里

打卡合影，或许你也有一张？7
（赵春喜 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