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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9月 6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航空科技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
为迅速、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最大的科技领域之
一。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航空科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展全

球航空科技合作十分必要、大有前途。希望本届
大会为促进全球航空科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给
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当日在上海举行，
由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主办，中国航空学会承
办。

习近平向第32届
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9月 6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
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
中心是我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支持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
2030年议程为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了明
确目标。当前，世界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
击，科技创新和大数据应用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

会克服困难、在全球范围内落实2030年议程。
习近平强调，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平台和本次论坛，共谋大数
据支撑可持续发展之计，加强国际合作，合力为
落实2030年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贡献。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开幕式当日在
北京举行。

习近平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
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致贺信

共谋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之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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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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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不是家，自然才是，好的产品
长在青山绿水间。

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这个背景
下，建筑领域全产业链的减碳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一个焦点，发展绿色建筑成为共识。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建业
在省会郑州布局了系列新品：花园里十
号院、足球小镇、君邻大院松苑、电影小
镇住宅三期、新筑三期、蓝海郑风、郑西
联盟新城商业地块、中澳中心，分别以
垂直绿化、空中院墅、智慧社区、科技赋
能、未来概念等元素群体性升级。

比如在北龙湖，建业力邀国际大师
马岩松，融入山水城市的设计理念，为
北龙湖种下一朵形似“灵芝”的生长的
建筑——君邻大院·松苑。把房子打造
为景观的延伸，打破排排坐的规划布

局，以“园林中的家”为设计语言，创造
和谐、平衡、相对私密和自然的氛围，打
造未来独一无二的城市封面作品。

再比如，在郑州南，航空港东风沐
浴下的港区西组团，占地千亩的新型生
活方式实验场——建业蓝海郑风横空
出世，以千亩大盘的人文生态大城为格
局，构建未来式人文、医疗、文旅、商业、
公园等8大智能配套，它是集建业优质
资源于一体的未来之城，是首个将建业
十三大业态完美落地的美好生活之城。

同时在华为、阿里云的科技加持
下，建业蓝海郑风项目依托 IoT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打造集智慧安全、智慧通
行、智慧健康、智慧家居、智慧建筑、智
慧服务、智慧邻里、智慧治理等于一体
的新一代智慧社区，为社区业主提供更
有温度、更有品质的服务。

郑州系列新品于建业，是产品创新
的引领和示范。郑州是建业在全省乃
至国内产品迭代的创新场，是擘画未来
的作品集中地。这一批项目，均是在

“碳中和”“碳达峰”的时代背景下，在节
能减排、垂直绿化等方向所做的尝试。

郑州系列新品于行业，是未来建筑
的探索和碰撞。建业基于对未来十年居
住趋势的探索和实践，以绿色低碳赋能，
用科技人文定制，匠心雕琢每一方自然
而然的空间，让城市回归自然，居住融于
诗意。郑州新一批项目所代表的低碳、
绿色、科技、定制开发模式等创新实践，
也是未来十年住宅产品的方向和趋势。

一部擘画时代的建筑作品诞生，往
往烙印着时光的沉淀与匠心底色，是过
往与未来的碰撞交互，是城市与生活的
前沿思索，预示着生活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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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鸣 王昺南 孔学姣

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

梳理建业第一代作品金水花园、第二代作品建业城市花园、第三

代作品建业森林半岛，直至当下的蓝海郑风和J18未来城市样板，花

满地、艾美、铂尔曼酒店，或者电影小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沉浸

式景区……29年，时间给出一切答案：用手上功夫和心中底气淬炼

行业经典，以超前美学和精致品质代言城市封面。

一半本土底蕴，一半远见未来。身居河南地产界头部地位的建

业，追求的建筑产品决不单单是物质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品质的物

化，一件能够久留于青史的艺术作品。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座引领时代
风潮的建筑文化地标，代表着区域潮
流前沿的生活方式及时代潮向的风向
标，也影响着整个区域精神文化，成为
令人向往之地。譬如，位于郑东新区
的建业J18。

驱车来到郑东新区东五环，伫立
眼前的是一组造型奇特、气势如虹的
建筑体，英国欧华尔The Oval Part-
nership、日本 Nendo、荷兰 OMA、泰
国 SHMA等 15家全球顶级的设计师
团队，安藤忠雄等设计大师担纲设计，
令人不禁感叹它富有个性的精神，以
与众不同的姿态，在城市长河中，铿锵
前行。

它既有规划之思，是建业集团布
局郑东的中原文化艺术商业地标，又
有设计之精，15家顶级设计团队，让时
尚艺术融入生活日常；既有居住之道，
4家大师团队倾力打造，约45～240平
方米多种户型选择；又具生活之美，层
层退台为山，景观为水，绿意交织，将
自然邀请到室内，也将生活的边际向
外延伸；它还具尊享之乐，约 3000 多
平方米业主私享会所，满足业主闲暇
之余的专属生活追求，成就爱与美好
的第二空间。

这是建业“让城市改变城市”进化榜
样，也是开启打造未来生活的场景样板。

纵览建业历史，具备引领意义的
居住样板贯穿始终。从金水花园开始，
历经建业城市花园、建业森林半岛、建
业天筑等产品迭代和升级，建业产品往
往成为区域内的明星作品，引起业界和
市场高度关注。如今，君邻大院是郑州
乃至河南首个定制模式，建业蓝海郑风
已成建业新型生活方式实验场、千亩航
母级旗舰……

不仅住宅，建业新蓝海转型涉足
的酒店、商业、文旅等，投巨资在全球
范围内邀请大师担纲设计的产品比比
皆是。从开封建业铂尔曼酒店到许昌
鄢陵的建业花满地酒店，从建业五栋
大楼到凯旋广场，从建业华谊兄弟电
影小镇到“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皆
以大师作品、造物精品成就经典。

在这背后，是建业“根植中原、造
福百姓”的价值观使然，是“让中原人
民都过上好生活”的使命决定。

大师们的作品属于河南又超越河
南，成为永恒的、持续的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史的一部分。

我们“住建业”，感受到的是历史文
学的运筹帷幄、古典艺术的美学风范、
人文生活与建筑自然的和谐共处之美。

河南“有建业”，不仅带来人居品
质的更多革新，更为城市留下充满时
代气息的建筑文化地标。

造出来的房子代表了一种思想。
对于建业人来说，这是一种造物者的责
任，是对房子的责任，也是对住进去的
业主的责任。

所以在河南，许多人以住建业为骄
傲；还有许多人，追寻建业推陈出新的
脚步，竞相收藏购买。

1993 年，建业首个项目金水花园
破土动工，建业销售模式也让郑州人耳
目一新：按揭销售、十年还本。这不仅
有效突围当时地产形势，也为建业留下
一诺千金的名声。

1998年，房改启动，地产行业进入
了五年的快速发展期。建业城市花园楼
体造型采用欧式建筑风格，为河南房地
产业提供了新的住宅开发模式。

2004年，是河南地产企业的分水
岭，市场进入精细化时代。建业森林半
岛系列以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为主导，
成就省域内欧陆风格生态宜居第一品
牌。它当年一举斩获“亚洲人居环境建
设典范工程奖”，成为河南乃至中国的
住宅环境典范。

2013 年，全国房地产品牌中原热
战正酣，建业天筑系列的顶级平层带装
修大宅，带来中原高层豪宅的全新超
越。它以绿色、现代、精装、科技为理
念，开创了中原城市人居时代新里程。

纵观建业住宅迭代史，第一代产品
金水花园住宅放大居住功能，第二代产
品城市花园造型营造建筑风情，第三代
产品森林半岛将景观艺术和浪漫人文

完美融合，第四代产品天筑关注人文需
求，为居者打造人性化、定制化、社交化
的升级产品。

根据多年产品积累以及对中原文
化理解，建业在焕发城市向上生命力的
同时，更构建同步世界的摩登都市生活
蓝图。

不同历史时期，建业从销售模式、
建筑风格、产品定位等方面，步步领先。

先人一步的布局，需要有前瞻性的思
考。当还是别人追赶的目标时，建业对下
一代产品早已成竹在胸：人们对品质的要
求提高，会倒逼地产领域的专业细分，从
而形成产品营造系统的全面升级。

先人一步的创新，需要责任为旗。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过，没有改革

开放，没有中国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
的建业。当以回馈之心，报孕育之恩。
这也是建业不断革新和迭代的最本质
源泉。

29年来，建业人自始至终都有一
种精进精神，在文明与艺术的价值追求
中，探索无尽的前沿，一次又一次引领
建筑行业时代高度。

建业房产品的迭代也是这样一个过
程，首先是精神升华，再到蓝图描绘，再
到物化呈现。这是一个需要耐心专注
的、艰辛的劳动过程，也是一项需要精良
的专业知识、技术和技能的劳动，更是一
项需要灵感、想象的艺术创造过程。

在河南，唯有建业，用建筑的力量
不断地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

富有个性的精神开拓者

精进者 探索无尽的前沿

瞭望者 擘画未来的作品

建业新型生活实验场蓝海郑风

建业未来城市样板J18

（上接第一版）但是当前，我省市场准入的
隐形壁垒依然存在，在招投标、政策享受、
要素供给方面，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域的企
业 往 往 遭 遇 区 别 对 待 。 调 查 显 示 ，有
11.3%的企业遭遇过不公平待遇。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形门
槛如何打破？厘清“有形之手”与“无形之
手”的边界，做到不缺位、不越位是第一步。

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内，中外合
资文化企业传奇中国的落户曾广受关注。
为好莱坞大片搞 2D 转 3D 制作的传奇中
国，放弃北上广而落户洛阳为哪般？“影视
类合资公司注册比较复杂，来自两个部门
的‘负面清单’打架，我们按照自贸试验区

‘宽准入’原则，帮助公司落地。”洛阳片区
工作人员说，政府努力打破壁垒、优化环境
最终成功吸引企业落户。

能放就放。在不少领域，政府“放手”
才能为企业“松绑”、为市场“腾位”。但是
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并非一放了之，市场
管不了的事情，政府要“补位”。

就拿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来
说，政府汇编了《河南省企业融资服务产品
手册》《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政策汇
编》，搭建了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创
造公平普惠的金融服务，让金融产品、惠企
政策、融资渠道与企业“无缝对接”，帮不少
小微企业在“灾情疫情”后起死回生。

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省通过制定“负
面清单”，为企业划定发展范围；界定标准
化体系，为政府服务划清边界；打造市场化
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自由竞争、释放活
力。

当好“服务员”
企业群众获得感更强

政府俯下身子当好“服务员”，是落实
“放管服效”改革的重要体现。但是，不少
地方政府及部分干部服务意识、服务能力
不强，“保姆式”服务、“店小二”精神沦为
空谈；政务审批事项较多，实际办理和网上
公布办事指南不一致，政务服务平台不统
一等现象依然存在。

要把政府的服务意识调动起来，必须
有一套高效运转机制。就拿鹤壁市来说，
论经济体量只能算“后进生”，但其探索出
的“五位一体”服务机制，为聚集发展要素
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效服务京东“亚洲一
号”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
投入运营。凭借营商环境优势，在今年全
省重大项目建设暨“三个一批”推进会上，
鹤壁签约 11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成为
全省签约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最多的省辖
市。

政府持续做好服务，还需要有智慧化
手段。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
新民认为，搭建完备的智慧政务服务平台
是“基础支撑”。

在郑州经营了十多年茶叶生意的福建
人洪欣感触很深。“9年前大女儿入学报名
时，通宵排队，简直像噩梦。”他说，当时差
点为此离开郑州。前几天，小儿子入学报
名，通过“郑好办”APP，半小时就办妥了。

当前，为了进一步推动政务服务便民
化，我省建成了贯通省市县三级的一体化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办”成为我省
政务服务的一块金字招牌。如今，“好差
评”工作纳入其中，正在完善评价、反馈、整
改、监督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也将提高

“一网通办”的含金量。
做服务型政府，必须在再造服务流程

和再造平台上下功夫，让“群众跑腿”变为
“信息跑路”。政府服务做加法，百姓办事
做减法，营商环境才能更优化。

拿起“望远镜”
探索建立国际化服务体系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 期货成功引入
境外交易者两年多来，直接提升了我省吸
纳境外资本的能力，为 PTA 以及上下游产
品提供定价参考，帮助产业链相关企业参
与国际贸易掌握主动权。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
势所趋。我省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和人才链。但

是当前我省现代市场体系不完善，服务产
业的专业能力不强，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
则还没有完全接轨，一定程度上导致境外
资本、境外企业进不来、不想来。

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政府需要拿起
“望远镜”，主动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价标准找不足、补短板，探索建立国际化服
务体系，为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
造有利条件。

近年来，我省通过搭建开放平台、优化
政务服务，积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并取
得了显著成果。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正
在发挥作用，贸易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保
护、人才供给、跨境金融服务等正在与国际
接轨。

这几天，位于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的
迈赫仑汽配公司与俄罗斯的合作伙伴频频
沟通。“当地很快入冬，对驻车加热器需求
进入旺季，我们需要尽快补货。”该公司工
作人员李旭说，通往莫斯科的货运航班与
中欧班列（郑州）班次越来越密，物流在提
速，企业有底气。

加速的不仅是物流，还有资金流。今
年，我省实施了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
便利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足不出户，点点鼠
标就能完成跨境结算，大大减少了时间成
本与风险成本。“正是看到了这些环境优
势，前年我离开了生活多年的莫斯科，通过

‘招才引智’落户郑州，扎根创业。”李旭
说。

细节决定成败，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还需要围绕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注册、
许可、信贷、纳税、办理破产等微观事务推
出更多硬核举措，把优质营商环境落实到
与企业相关的方方面面，才能让河南成为
中外企业投资的热土。

今年是“十四五”起步之年，是迈进现
代化河南建设新征程的关键之年，无论从
战略思维还是底线思维衡量，优化营商环
境都至关重要。营商环境好了，项目落地
多了，市场活力足了，高质量发展才能落到
实处。未来的竞争，就是营商环境的大比
拼。③6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何处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