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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漫议

□丁新科

锚定“两个确保”，党代会报告

提出今后五年要努力实现一系列目

标，首要目标即“一流创新生态基本

形成”，与“十大战略”之首“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相互

呼应，再次释放出以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形成对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关键是构建一流创

新生态。一流创新生态像热带雨林

系统，高效利用光、热、水分，让动植

物在高度密集的空间共享同一片土

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嵩山实验室、

神农种业实验室、黄河实验室相继揭

牌，“双一流”创建第二梯队发展壮

大，中原龙子湖智慧岛揭牌，推动一

批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跨国技术转

移大会现场签约合作项目 100多项，

一 批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项 目 成 功“ 揭

榜”……蹄疾步稳打造一流创新生

态，创新氛围方能越来越浓厚，创新

活力也才能越来越强劲。

花园美不美，与园丁的工作密

不可分。老练而辛勤的园丁通过适

时施肥、松土、浇水，让各色花儿次

第开放，带来满园春色。如果只撒

上花种，却不注重打理，杂草就会侵

占花园。涵养一流创新生态，就要

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当好创新

生态的“园丁”，营造更加适宜的“气

候”，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让创

新的种子茁壮生长。以“十年磨一

剑”的静气、“一览众山小”的胆气，

勇攀科技高峰，建设一流创新平台，

凝练一流创新课题，培育一流创新

主体，集聚一流创新团队，创设一流

创新制度，厚植一流创新文化，河南

定能加速形成一流创新生态，在建

设国家创新高地上实现新的更大作

为。3

当好创新生态的“园丁”

党代会影像

10 月 26 日，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认真听取党代会报
告。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寄语党代会

□本报记者 曾鸣

“报告以宏大视野擘画了河南
‘十四五’乃至未来15年、30年的发
展战略，通篇体现了革故鼎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赋予了财
政部门更大责任。”10月 26日，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代表，省财政厅党组
书记、厅长赵庆业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

“报告将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列为‘十大战
略’之首，释放出了省委、省政府下
大力气狠抓创新的鲜明信号。”赵
庆业说，报告中提到的很多决策、
措施已经展开或者正逐步展开，尤
其是关于科技创新，近几个月来，
推进思路之清晰、速度之快、举措
之实、效率之高前所未有，促成了

许多重大科教项目，比如 3个省实
验室、10 家产业研究院、8 家中试
基地和郑大“中原之光”科技项目
均已落地。

赵庆业表示，为支持科技创新
和教育事业发展，财政部门按照“紧
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的要
求，在现有预算基础上通过大力压
缩一般性、非必要支出，调整支出结
构，力争挤出 300亿元财政资金，强
力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

“下一步，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强
化政治机关意识，坚持‘以政统财、
以财辅政’理财思想和‘紧日子保基
本、调结构保战略’基本原则，大力
调整支出结构，压缩非刚性非必需
支出，保证重点战略的资金需求，为
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财政力量。”赵
庆业表示。③5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提升综
合交通体系现代化水平，加快郑州
机场三期、呼南高铁豫西通道、南信
合高铁、平漯周高铁等重大项目建
设，推动铁路拓展成网、机场强枢增
支、公路加密提质、水运通江达海，
建设交通强省。这让我们铁投人倍
感振奋。”10月 26日，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代表，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铁投”）党委书
记、董事长悦国勇说。

悦国勇介绍，作为我省铁路建设
的主力军，河南铁投大胆探索建立了
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
资金来源多渠道的铁路投资建设生
态系统，目前正在设立规模300亿元
的河南省铁路投资基金，将来要把基
金规模放大到1000亿元，为我省铁

路建设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我们成立了河南轨道交通研究院，
从全国引进人才，与上海交大、郑州
大学合作进行科技研发，努力弥补我
省在轨道交通规划、装备制造等方面
的短板。”悦国勇说。

谈到未来发展，悦国勇告诉记
者，明年，河南铁投将迎来建设高峰
期。“十四五”期间，河南铁投将全力
以赴抓好铁路项目投资建设，力争
全省高铁通车里程突破 3000公里，
为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
要支撑。

“铁路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牵涉
领域多，期望我省在路网规划、政策支
持等方面先行先试，进一步巩固和提
升我省的交通枢纽优势。”悦国勇说，

“河南铁投将继续发扬‘敢想敢干敢为
人先，善作善成善挑重担’的精神，为
交通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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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最短间隔
8分钟，专用候车站台，快速扫码进
站……10月 26日起，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郑开（郑州东至
宋城路）、郑机（郑州东至新郑机场）、
郑焦（焦作至南阳寨）城际铁路开启
高密度“公交化”运营模式。

此次城际铁路实施公交化开行，
具有列车间隔时间短、开行密度大的
特点。郑州东至宋城路日开行公交
化列车 27.5 对，平均密度 30 分钟/
班，列车最短间隔21分钟；焦作至南
阳寨日开行公交化列车 26对，平均
密度 30 分钟/班，列车最短间隔 16

分钟；郑州东至新郑机场日开行公交
化列车 41对，平均密度 22分钟/班，
列车最短间隔8分钟。

为满足城际旅客快速进出站的需
求，各站设置专用进出站通道和站台
区域，节省城际旅客进出站时间；优化
城际公交化列车购票模式，在保留现
有电子票购票刷身份证进出站的基础
上，城际公交化列车将购票、实名核
验、进站检票三个环节合并为12306
手机APP扫码进站一个“动作”；乘坐
城际铁路公交化列车，持电子票的旅
客可乘坐当日运营时间内任意车次，
不受车票票面车次限制。③5

郑汴焦城际铁路开启“公交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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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热议

实施“十大战略”各地有实招

□本报记者 逯彦萃

10月 26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十大
战略”再次成为代表们讨论的热词。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把握战略方向、
突出重点，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在确
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
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上迈出坚实步伐。

杨青玖代表说：“实施‘十大战
略’，濮阳立足实际，把推动资源枯竭
型城市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作为出
发点，通过抓大项目，实现传统产业
升级、新兴产业落地，实现优势再
造。”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主抓
手。濮阳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改造，推动石油化工、装备
制造、食品加工、现代家居、羽绒制品
等传统产业蝶变升级，以化工新材
料、风电、光伏、储能等新兴产业为重
点，培育新的增长引擎。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濮阳坚决贯彻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正加快打造中部地区创新开放高
地。通过政策支持，推动科研单位改
革发展释放活力；通过成立产业研究
院、中试基地、科技孵化器、科创园区
等实现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通
过打造人才友好型城市，做好“引、
育、留”文章，吸引创新人才、推动创
新发展。

“全面实施‘十大战略’不仅是实
现‘两个确保’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
我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抓手。”
葛巧红代表说，焦作市将围绕落实换
道领跑等战略，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
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坚
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加快推进数字化
转型，强力实施企业培育工程，着力
打造以高端装备、绿色食品、新材料
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特色
产业集群；围绕落实文旅文创融合等
战略，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为
抓手，乘势而上打造高能级文旅产
业，致力建设富有活力、富有特色、富
有影响力吸引力的“山水富城·文武

福地”；围绕落实优势再造等战略，大
力实施重大交通项目，构建内畅外联
的大交通格局，拓展开放合作空间，
大幅提升焦作对外通达能力，努力把
区位优势转化为交通优势、把交通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济源将全力实施绿色低碳转型
战略，让绿色成为现代化济源的底
色。”史秉锐代表说，济源是全国最大
的铅锌冶炼基地和白银生产基地，也
是全省重要的钢铁、化工、能源、装备
制造基地，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临近，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是唯一出路。济源将抓
住降能耗和减排放两个关键点，一手
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绿
色经济培育壮大。“思想观念要变，进
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发展方式要转，聚焦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服务化，推进科技赋能增
效，实现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投入强
度要增，积极谋划推进工业项目‘三个

一批’建设，建设新型材料强市；能耗
排放要减，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提
高清洁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绿色转型。”史秉锐说。

何武周代表说，洛阳伊滨经开区
（示范区）作为洛阳当前和未来一个
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平台，将紧紧围绕
自身定位与资源禀赋，坚定不移把实
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
略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总抓
手。在产业发展上坚持“双高”引领，
围绕“六新”上项目，推动钢制家具、
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转型提质发展，
培育壮大科技服务、网络安全、智能
终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前瞻谋
划布局生命科学、前沿新材料等未来
产业。新兴产业落地，创新人才要跟
进，通过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示范
区，吸引更多创新型青年人才前来创
新创业。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级区域
医疗中心，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为新兴产业落地、创新人
才落户提供优质环境。③6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周青莎 陈小平

“加快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全面推进郑开同城化，并将兰考纳入
郑开同城化进程。”10月 26日，在中
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上，兰考“入圈”郑开同城这一话题

“破圈”，成为大会内外热议的话题。
省委为何此时提出将兰考纳入

郑开同城化进程？背后有何深意？
又将给中原城市群、郑州都市圈建设
以及兰考发展带来哪些红利？为此
记者进行了采访。

据了解，兰考县纳入郑开同城化
进程早有谋划。今年 7月 2日，省政
府召开专题推进会，研究推进兰考纳
入郑开同城化进程和兰考县域治理

“三起来”专项规划、方案编制工作，对
下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9月8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把兰考县纳入郑开同城化进程打造全
国县域治理“三起来”样板的总体方
案》，强调兰考要持续贯彻县域治理

“三起来”重大要求，落实省委工作会
议部署，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以纳入
郑开同城化为契机，勇于改革创新，激
发内生动力，为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子。

在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
授耿明斋看来，把兰考县纳入郑开同

城化进程是城市群“壮大”、都市圈“扩
容”的具体举措。城市群和都市圈可
以因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共
享而大幅度降低单位经济活动成本，
更因为完善的功能和良好的居住环境
与工作条件，有利于大规模吸引创新
要素聚集，实现创新引领基础上的高
质量发展。因此，把兰考县纳入郑开
同城化进程，对“群主”郑州与“新人”兰
考来说都是利好。郑州发展打开了广
阔的空间，向东向南，不必再纠结。兰
考可以共享同城优质资源，为高质量
发展赢得新要素、新市场，分得新红
利。兰考县纳入郑开同城化进程也将
有利于打造规模和功能都足够强大的
中原城市群，有效支撑和引领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

在高建军代表看来，将兰考纳入
郑开同城化进程，这为推进“郑开同
城化”、进一步扩大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影响力、促进开封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能，建议省委、省政府高规格高标
准推进郑开同城化发展，成立领导小
组，出台实施意见，启动郑开快速路
延伸到兰考、郑开市域铁路进古城到
兰考等标志性工程，加快郑开同城化
先行示范区建设，支持开封建设郑州
都市圈乃至全省的文化中心、宜居宜
业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李明俊代
表表示，兰考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强

顶层设计，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积极
融入郑开产业布局，有效利用外部资
源，激活发展动能，建成县域治理“三
起来”示范县。

在业内专家看来，一体化是城市
群及都市圈发展演化的基本趋势，也
是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
的重要抓手。我省应该在尊重规律

和顺应趋势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主
动作为，加快这一进程。

如何加快推进兰考纳入郑开同
城化进程？耿明斋认为，不仅仅要实
现规划统一、产业协同，交通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
对接方面加大力度，逐步推进面向居
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共
享，真正做到“形神”同时相融。③7

“入圈”话题“破圈”了
——兰考纳入郑开同城化进程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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