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葆“闯”的精神

凝聚“创”的劲头

强化“领”的担当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创”字当先。
周末的芝麻街 1958 双创园，车来人往，一

派繁忙景象，一片片以工业风为主格调的建筑
厂房群，展示出双创小镇与众不同的工业记忆，
这里是以“科技创新+总部经济”为主的科创区
域，同时兼有文创特色，成为人们体验、消费的
新亮点，文艺青年的“打卡”地。

加快“创”的步伐，搭建创新平台。中原区
紧盯前沿科技，大力招商引资，加快老旧厂房改
造，“腾笼换鸟”转变产业结构。紧紧围绕“科
创+文创”，使产业由“重”变“轻”。在郑煤机芝
麻街双创园，国家级、省级、市级创新平台 8家，
创新型企业 40家，总占比达 80%。二砂文创园
首开区 17家知名头部公司入驻，成为中原创业

与人才孵化基地。
经过五年不懈奋斗，中原区创新驱动更为

强劲，发展活力动力进一步增强。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区集聚了省市科技

型企业达 324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73家，较“十
二五”末分别增长 398%和 265%。科创指标大
幅跃升。累计引育高端人才（团队）24个，高标
准打造省市级创新创业载体 14家，拥有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41家，重点实验室 28个，院士工作
站 3 个，院士 8 人；全社会研发投入累计完成
41.2亿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5%，
连续两年上榜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激发发展内生动力。
“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在全

市率先实现企业开办“一日办结”，“最多跑一
次”事项、“网上可办事项”均达 100%，办事总
时限压减 87%，“互联网+监管”覆盖率全市排
名第一，在全省率先试点开通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通道。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019年，在全市综合
评价中位列全市第三，获得奖励资金 1000 万
元。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五年新增市场主
体5.8万余户，总量是“十二五”末的近4倍，特别
是去年，深入开展“三送一强”“一联三帮”活动，
市场主体新增 1.4万余户，逆势增长 22.5%。党
政机构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国有平台公司市场
化转型等有序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顺
利通过省、市验收。

践行“干”的作风

节日 张亮 摄 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郭少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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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 张光明 张黎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

指南！

“十三五”时期，是郑州市中原区发

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中

原区委、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郑州系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省、市各

项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 96万人民，

抢抓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

等国家战略机遇，聚焦“中优西美”城市

功能布局新使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全国全省

全市发展大局中贡献了中原区力量，书

写了精彩答卷！

这份答卷，彰显了中原区实力。近五

年，中原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转型升级

取得突破，综合实力迈上新的台阶。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700亿元大关，达到709.3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54.4亿元，

总量均较“十二五”末翻一番。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完成 1621.6亿元，是“十二五”

末的1.66倍，年均增长10.5%，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稳居市区第一方阵。

这份答卷，见证了中原区速度。转

型发展全面提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一、二、三产业比重调整为0∶31.7∶68.3，

服务业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科技服务

业产业增加值达 130 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 1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年均增长7.3%。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回

首过往，中原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展

望未来，豪情满怀，再踏新征程。

2018年，区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正式

提出了建设生态中原、文化中原、活力中

原、幸福中原“四个中原”的发展目标导

向 ，明 晰 了 打 造 以 郑 州 中 央 文 化 区

（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

示范区的功能定位，完善了“一心两轴三

区六片两园”的发展空间布局以及产业

功能分区，“4+1”主导产业体系立起了支

撑中原区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

明确的发展目标、完善的功能定位，

激荡着中原区人的心田。一幅“三牛”精

神的奋进影像毅然走进了“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的图景里。

回首五年，有太多的经历让人铭记，有太多
的故事使人感动。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原区人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国务院联防联控指导组和国家
卫健委考察组对中原区疫情防控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被评为全市疫情防控先进集体。

近期，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统筹推进防汛救
灾、灾后重建、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舍生忘死、
冲锋在前，持续奋战、毫无怨言，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保障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工作中，围绕“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全区动员、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仅用三个月时
间，实现了城市魅力充分彰显、赛事组织井然有
序、接待服务周到细致、安全保障万无一失的目
标，被省委、省政府授予集体二等功。

充分运用成功经验，先后保障了国际乒联
总决赛、金鸡百花电影节、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黄河文化月等一系列重大赛事活动，获得了国
家、省、市相关部门一致好评。

二砂、芝麻街顺利开园，华侨城大型文旅项
目、金科贾鲁小镇、三厂历史文化街区等项目积
极推进。纺织服装、家居等传统产业加快升级，
金马凯旋时代广场牵手万达集团进行提档升

级，云顶服饰、娅丽达服饰获批国家级、省级服
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这五年，中原区强化高质量提升，开创新局
面，展现新作为，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从严治党优化了政治生态。五年来，中原区
坚决扛稳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力以赴抓班子、带队伍，党
的建设全面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提升。理论武装
走深走心走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社会正气进一步弘扬，正能量进一步凝聚。重基
层、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更加鲜明，选出来的
干部组织放心、群众认可。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结构持续优化，许多年轻干部走上新岗位后，迅
速成为中流砥柱。基层党建扎实推进，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软弱涣散党组织得到有效
整顿。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地生根，
高效完成十一届区委巡察全覆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逐步深化，“领导有威信、干部有激情、
群众有信心”的政治生态更加巩固。

2020年，注定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如果要
为中原区画像，没有人比他们更适合作为“城市封
面”——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原
区人始终是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他们用一腔

热血、一份初心、一己责任扛起了战“疫”的重担。
这一战，中原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腊月二十九就成立指挥部。188个党员先锋
队迅速成立，1105个党组织、83家驻区单位、1.4
万余名党员、1.9万余名志愿者以及 800多名基
干民兵、巡防队员、老干部不分昼夜投入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上千名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
作者连续 100多天奋战在流调溯源、转运隔离、
卡点值守、保障民生一线，推动疫情防控实现感
染少、清零早，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这一战，中原区班子成员赴企业视察指导，
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具体措施，为企业早日
实现复工复产把脉问诊。

发展是第一要务。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
了中原区人攻坚克难的前进步伐。

一项项签约接连落地，一个个会议活动密
集举办，中原区以惊人的速度改写着创新发展
的版图，也展示出中原区不畏艰难，奋力开拓进
取的坚韧和自信。

由此，发展的步履更加快速，足音更加铿锵响亮。
经过一系列工作、考验的洗礼，全区干部队

伍政治站位进一步提高，奉献精神、忘我精神进
一步升华，解决难题的能力素质有了较大提升，
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时更显淡定从容。

●● ●● ●●

郑州市中原区

妙笔勾勒“四个中原”铺展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闯”，彰显无惧风浪、一往无前的气概，体
现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态度，激扬不甘平庸、
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

敢闯敢试的姿态，总能感染心灵、润泽心
田，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力量。

“闯”的精神体现在“发展动能转换”上：
“十二五”时期，全区 3000多家工业企业由

于成本因素、环保因素、政策因素等大举外迁，传
统优势产业支撑弱化，进入了转型发展阵痛期、
腾笼换鸟“空笼期”，一度承受了巨大压力。爬坡
过坎、滚石上山需要有改革锐气、铁肩担当。

中原区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去“闯”，用高质
量发展标定方向，坚决把新旧动能转换进行到
底。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项目论英
雄、以项目论成败”，“大招商、招大商、选优
商”。“十三五”期间累计引进项目317个，总投资
额 1328.5 亿元，连续五年获得郑州市对外开放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引进世界 500强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中国电建集团，国内 500强山东威高
集团、瑞康制药等企业，总部经济规模效应逐步

彰显；引进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微医集团等行
业领军企业，填补了数字经济产业空白；引进耐
高温材料头部企业泛锐熠辉研究院、防水材料
头部企业东方雨虹等项目，为科技服务业加快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引进华侨城大型文旅项
目、金科贾鲁小镇项目带动休闲娱乐产业发展；
引进星河集团开发运营二砂项目，入驻知名文
创企业24家，壮大了文化创意产业。

经过几年努力，中原区硬是“闯”出了数字
经济、总部经济、科技服务业、文化创意、休闲娱
乐等产业，已基本走出转型发展阵痛期，实现了
新旧动能转换。

“闯”的精神体现在民生环境改善上：
仲夏的西流湖，一片碧绿，城市倒影在湖

里，湖光映衬着城市。
盛夏时节，桐柏路两旁繁花似锦，郁郁葱

葱。这条被纳入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的道路
整治工程“三季有花四季有绿”景观特色，也是
中原区在道路综合整治中最早交出的一份优质
答卷。中原区辖区市定道路综合改造全市排名

第一，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
周末入夜，桐柏路191号院的露天电影准时

上映，纳凉的市民聚在了屏幕前。小区如花园
绿树成荫，青砖灰瓦的建筑古朴典雅，让人流连
忘返。像这样的小区中原区有488个，老旧小区
完成改造任务量和完成量均居全市第一。被评
为“全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先进单位”。

目前，城乡接合部基本实现治标，正在向治
本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大幅提升，在全市
年度综合考评中连续三年获得第一，2020年被
评为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生态建设稳
步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达 230
天，较 2015年翻一番，重污染天气由 2015年的
47天稳定减少至 2020年的 12天，减少 74.5%。
贾鲁河综合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建成投
用，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市控断面稳定达
标，被水利部命名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区。
新增绿地面积724万平方米，新建公园游园126
个，全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63%，连续两年获评
郑州市园林建设综合奖“月季花杯”金杯单位。

坚持“干”的作风，必须脚踏实地、埋头
苦干、真抓实干，才能推动各项事业向好发
展。“干”事业要有钉钉子的精神，稳扎稳打
向前走，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干”工作
新局面。

干净整洁的门诊大厅、色调统一的诊疗
大楼、标准化设置的科室……7月 5日，笔者
走进中原区桐柏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代
化医疗环境、医护人员热情的接诊态度，让
人很难与以往“老破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联系在一起。

正值全市大规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更
多的居民亲身体验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温馨服务。看着崭新的门诊大厅和先进
的仪器，附近的居民都交口称赞：在这里看
病不仅能享受到大医院的服务质量，并且医
保报销比例比大医院还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变化，是中原区牢
固树立“对发展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
代负责”的理念，践行“干”的作风的一个缩
影。

以攻坚精神扫除发展障碍。2016 年
年底，中原区基本完成 39 个行政村、126
个自然村的拆迁改造工作，在市内五区率
先实现辖区村庄全部拆迁，连续五年被评
为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先进单位。2017
年打响“百天大战”，累计完成拆迁清零
892 万平方米，清运各类建筑垃圾 463 万
立方米。

实干为民！经过五年不懈奋斗，中原区
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更加
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支出逐年
递增，累计支出 130.8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75.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2749元，年均增长7.3%。累计新增城镇就
业11.5万余人。建设安置房869万平方米，
回迁 412.2万平方米，回迁群众 6.1万余人，
获评“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先进单位”“郑州市
安置房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大力发展美好教育，新建改建中小学、
幼儿园36所，新增学位2.87万个，招聘教师
1437人，在全市较早实现公办中小学午餐
供餐和课后延时服务全覆盖，2018年顺利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
定。

39家医疗机构加入“医联体”，“分级诊
疗”就医格局加快构建；建成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15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26个，基本形
成“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创建省级现
代化社区 43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53家，
功能配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和顺中原”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经验在全市推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
收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成效显著，平
安中原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安全生产、社会
治理等工作进一步加强，成功创建全省食品
安全示范区，执法满意度进入全省前 50，群
众安全感显著提升。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进入新
时代，踏上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交汇点上，中原区乘势而上，抢抓机
遇，砥砺奋进，豪情满怀踏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原区“十四五”规划提出 2035 年远
景目标：坚持“两个高质量”，基本建成“活
力强区、文化强区、生态强区、幸福强区”的

“四个强区”。深入实施“1468”发展战略，
着力构建“三大核心引领、六片两园支撑、
绿廊花海增色”的空间布局。高质量建设

“四个中原”，高水平打造以郑州中央文化
区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
区，为郑州加快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实现“两个确保”、推动新时代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中原区将增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的意识，激荡“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智
慧，在时间的河床上书写新的历史，开创新
的篇章。

中原新姿 刘顺祥 摄

道路改造 刘冰 摄

五棉北院老旧小区改造效果 刘冰 摄

芝麻街双创园 郭晓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