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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老旧小区改造系列报道之二

□陈学桦 姚广强 崔萍

城市生命体理论认为，城市如同生
命体，有生长、发展规律，有新陈代谢过
程，在不断适应、调整中保持了动态平
衡，以维持自身健康。城市更新，就是
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提升承载力和活力
的重要一环。

焦作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指出，要推
动城市建设大更新，更加重视“里子工
程”，建设韧性城市，推动城市发展向内
涵式提升转变，让人民群众过上更为安
全、更为便捷、更为现代化的生活。

文明城市创建，“窗明”还要“几
净”。焦作市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时，
将其视为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抓手和
突破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下足绣花功夫，补齐城建短板，提升
城市品质，全方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人居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推动城市
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推进城市文
明新跨越，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颜值更高，打造文明城市新样板

摘得“全国文明城市”这块沉甸甸
的金字招牌，焦作市书写了文明创建与

改善民生的相得益彰，成就了人与城市
的共荣共进，城市形象得到显著改善，
美誉度和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快速推进、成效显著的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为焦作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加分不少。

色调清新的墙体，新式电磁锁大
门，平坦整洁的路面，有充电设备的车
棚，设计古朴、典雅的家训墙……如今，
焦作市山阳区的云台小区脱胎换骨、颜
值巨变，赢来赞誉一片。

“好几户居民当初都是嫌老楼院太
破旧、条件太差搬到新小区居住，现在
看到老楼院也有了新模样，生活比过去
更方便，又陆陆续续搬回来啦。”该小区
居民任铁龙介绍。

老旧小区改造改变的岂止云台小区？
在焦作市十五中家属院的改造工

作中，充分利用空间，最大程度增加功能
和服务，完成道路、雨污水分流、外墙保
温、楼道内照明、线路规整等改造内容，
受到该家属院及附近楼院居民的充分
肯定。

城市更新，要结合自身的历史传承

和区域文化，打造特有的城市内涵。
焦作市坚持“留、改、拆、建”并举，

积极探索街巷肌理充沛、保留文物建
筑、呵护历史文脉，改造解决城市功能
衰退问题，推动老旧小区提档升级，让
老城区迸发新活力。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只木桶的
容量并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
决定于最短的那块板。看一个城市的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才能真正考评出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对于居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焦作市
公路局家属院居民刘敏深有感触：“过
去不少人装修房子时，沙子、砖块、废弃
家具，在院里随便乱堆。现在，看到院
里干净、整洁，大家都自觉做到不乱堆
乱扔，装修前主动到党群议事会报备，
材料放的规矩，垃圾扔到指定地点。”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
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可以促进
城市有序更新，有效补齐城市文明程度
的短板。我们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时，
从提升城市颜值起步，进而提升居民文

明素质，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和秩序，
最后达到提升城市整体文明程度的目
的，让城市的肌体更健康，让城市的整
体更文明。”焦作市住建局局长孙菊梅
表示。

气质更优，拓宽城市发展新空间

50多年前的工厂家属楼，成了网
红婚纱摄影点。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
焦作市水泥厂家属院。

水泥厂家属院建于 1968年，共有
楼房 13栋。多年来，楼院内基础设施
老化，缺乏日常管理，道路坑洼不平，违
章建筑分布在楼院各个角落，居民怨气
冲天。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代表、施工
单位多次沟通后，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改造方案，确定了违建拆除、屋顶防
水、雨污分流、路面铺设、智能车棚、绿
化亮化等改造项目。同时，还协调解决
居民家的个性问题，尽量避免改造给居
民带来的生活不便。

结合该院的历史，街道办事处、社
区还在该楼院打造富有特色的红色记

忆墙，通过照片+文字+绘画的形式，介
绍水泥厂历史、模范人物、当年的生活
场景等，浓郁的时代感扑面而来。

“前几天小孙子来这里，我还把他
领到红色记忆墙前，让他知道我们这个
城市是怎么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走过
来的。”居民王福贵介绍。

老旧小区不仅是物质空间，也是城
市文化的精神空间。精细化的有机更
新和微改造，有助于处理好城市历史文
化遗存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焦作市是我省近代工业文明的发
祥地，在我省最早建发电厂、最早使用
电灯、最早使用自来水、最早修建铁路、
最早建立高等学府，不少当年的老楼院
依然保留了历史的印记。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焦作市将老楼
院、老街道改造进行打包，坚持塑造城
市气质，注重城市风貌彰显，突出城市
特色，强化城市气质，与文旅产业有机
融合，打造出多个网红打卡地，成功走

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城市更新的道路，为
城市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山阳区水厂小区，从无人管理的老
旧楼院到涅槃重生的精品楼院的变化，
仿佛就发生在一夜之间。院内，融入党
建、家风、水厂发展、新时代特征等元素
的文化墙，切实增强了老旧小区文化氛
围，留住了城市情感记忆的载体，增添
了城市的魅力。

站在北山之上，俯瞰山脚下的焦作
城区，南水北调工程及绿化带像一条绿
色飘带缠绕于城市腰身，城市风格呈现
出简洁、大气的气质，令人心旷神怡、神
清气爽。

城市更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焦作市的老旧小区改造仍在进行，
汽运家属院、怡园小区、金山小区……
更多楼院正在经历属于自己的“蝶变”。

让城市有序成长，让城市更有气
质。老旧小区改造，改去的是焦作城区
的破败和落后，留下的是独特历史和文
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改造提
升，必定会为焦作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增光添彩，为“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建设留下绚丽篇章。

城市“窗明”更“几净”

审视时与势，把握稳与进。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锚定“两个确保”，既要坚持稳
字当头，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为稳
就业、保民生、防风险提供支撑，又要
稳中求进，加快提档升级，奋力争先
进位，努力实现有速度、有效益、有质
量、高水平的发展。

需要正视的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近
的严峻现状。我省经济恢复进程中新
老问题交织，结构性矛盾凸显，供需两
端乏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

同时，也要看到全省经济总量在
增长、结构在优化、民生在改善、动能

在蓄积，这都表明现代化河南底气充
盈、前景光明，为实现 2022年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国家层面看，“2022年将是我
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运行的一年，经
济有望实现稳中求进。”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对河南而言，据省统计局分析，
展望 2022 年，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
存。我省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总体有
利，经济持续恢复，增长潜力巨大，重
大战略叠加效应不断增强，综合竞争
优势不断扩大，经济运行有望保持在
合理区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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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数据释放哪些重要信号

2021年我省GDP为58887.41亿元，同比增长6.3%，两

年平均增长 3.6%，来之不易。1月 20 日，省统计局发布的

2021年河南全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备受关注。

稳中求进，难中求成。这是今年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年全省经济的基本判断。此前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上，“稳”字更是被提及近50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过去一年，是河南发展历程中极为关键、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诸多风险挑战交织，特别是灾情疫情叠加带来的严重冲击，

在稳的整体态势下，从关键经济数据看，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难中求成见韧性。
概括来看，河南经济运行呈现出

“收窄”“接近”“超过”等特征。一是
增速虽仍低于全国水平但整体差距
收窄。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全国差距
较 去 年 一 季 度 分 别 缩 小 1.1、4.9、
10.6、1.6 个百分点。二是经济总量
接近 6万亿元。自 2005年河南地区
生产总值迈上万亿元台阶后，用 5年
迈上 2万亿元台阶，再用 3个 3年接
连“进阶”，相继迈上3万亿元、4万亿
元、5万亿元三个台阶，2021年生产
总值 5.89万亿元，接近 6万亿元。三
是部分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全年全
省工业投资、进出口总值增速分别高
于全国0.3、1.5个百分点。

“面对诸多压力，我省经济呈现
出较强的韧性。”省统计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全省上下顶压力迎难而
上、破难题砥砺前行，在巨大困难挑
战中实现了主要经济指标两年平均
增速保持增长、同比增速与全国差距
整体缩小的成绩。

工 业 投 资 ，实 现“V”形 反 转 。
2021年，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11.7%，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尤其是自 6
月份以来，整体呈加快趋势。

这表明，我省正在开展的“万人助
万企”活动有效释放了经济存量，正在
建设的“三个一批”重大项目有效创造
了经济增量，正在推进的深层次改革
有效激发了经济常量，正在构建的一
流创新生态有效撬动了经济变量。

以项目建设为主动轮，带动所有
轮子同步转起来。这也充分证明了
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各项具体
部署精准有效。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
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河南经济
的“韧”还体现在优势再造基础好。

徐洪才说，新发展格局下，河南
省枢纽、人口、市场、资源、要素、产业
基础等优势加速再造，新的竞争优势
正在形成。如持续回流的人力资源
在各类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等载体支
撑下创新创业，由“在外打工人”向

“本土企业家”转变，人才回流带动产
业回流、技术回流、资金回流，形成新
的质量型人口红利。

稳中求进有新意。
2021年，河南经济“进中有新”，

在“稳”中积蓄“新”的力量。
“新”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创新动能持续增
强。去年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 14.2%，高于规上工业平
均水平7.9个百分点。企业研发费用
快速增长，1至 11月全省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费用增长 37.5%。郑洛新自
创区发展态势较好，前三季度自创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42.62亿元，增长
8.6%，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高于上

年同期8.5个百分点。
同时，产业结构转型迈出新步

伐。全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高技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24.0% 、
20.0%，分别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17.7、13.7个百分点。

“我省换道领跑空间广，今年以来
围绕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突破、未
来产业布局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陆
续组建的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制造
业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为产业换道
领跑提供了新的平台支撑。”省社科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西三说。

数读河南稳健前行开新局

□悦连城

近日，我省去年的各

项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其

中，外贸行业交出的“成绩

单”格外亮眼：2021年我省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 8000亿元

大关，达8208.1亿元，同比增长22.9%，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

1.5个百分点，进出口总值居中部第一、全国第十。另据统

计，2021年 1—12月，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 2018.3亿

元（含快递包裹），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5.7%。

这不是河南外贸行业的首次惊艳亮相。据统计，我省

年度进出口总值已连续 5年保持在 5000 亿元以上。河南

身处内陆，不沿海、不临边，外贸成绩为何多年“风景这边

独好”？2021年，面对疫情、灾情的双重挑战，我省外贸行

业如何迎难而上，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外

贸总额跨过 8000亿元大关，对于河南意味着什么？

顺势而为，就要把握大开放的趋势。外贸业的异军突

起，是河南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发展活力的结果。极

目世界看河南，全球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分工进一步调整，带来陆

权、空权的勃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内陆

省份河南后发先至，摇身一变成为开放前沿。从 2013 年

首趟中欧班列（郑州）开跑算起，至今，河南已形成覆盖欧

洲、中亚、东盟和亚太等 130 余个境外城市的国际物流网

络，有力推进着全球供应链恢复和重构。截至 2021 年年

底，仅卢森堡货航郑州航线累计货运量达 84.53万吨，占郑

州机场国际货运量的 30%左右，“空中丝路”成为中原腹地

走向开放前沿的亮丽名片。正因为我们敏锐地洞察时与

势、统筹稳与进，才能在对外开放之路上加速“奔跑”。

聚势而起，就要持续大改革的态势。外部环境是催动

发展的“加速器”，内发动力是扩大开放的“定心丸”。近年

来，我省一直坚定不移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谋划推进高

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重大项目，加快国际航线航班全

球布点，高水平建设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发展壮大周

口港、淮滨港，提升通江达海能力，为河南对外开放创造更

便利的条件。同时，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不断深

化“放管服效”改革，激活存量、扩大增量、提升质量，把企

业服务好、发展好，不断蓄势赋能，对标审批最少、流程最

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形成近悦远

来的营商环境，把中原大地打造成营商投资的热土，为河

南对外开放赢得更好的口碑。

乘势而上，就要锚定大创新的走势。面对创新能力不

足的短板，河南深知，在千帆竞发的区域竞争格局中，不进

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只有在创新上快马加鞭，构

建创新发展的强大势能，在拉高标杆中争先进位，在加压

奋进中开创新局，才能创造出更大业绩，实现历史性跨

越。统计显示，贸易方式方面，我省以加工贸易进出口为

主，一般贸易占比提升，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增速最快。

统计结果正与开放实践遥相呼应：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从“跨省通办”到“二十二证合一”，再到建立国际

艺术品保税仓，河南对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从未止步。作为

第三批批复的内陆型自贸试验区之一，自 2017年 4月正式

揭牌以来，河南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排头兵”“试验田”作

用，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开放步伐积累了宝贵经

验，向世界各地展示着老家河南的生机与活力。

外贸总额破 8000亿元，某种程度上就是政策革新、制

度创新的成果。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启示：大创新，才有大未来。当前，我省坚定

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核心位置，以重建重振河南省

科学院、重构重塑省实验室体系、加快中原龙子湖“智慧岛”建设、“双一流”建设

提速等为标志，我省创新发展全面起势，正在引领、形成河南大发展的时代走

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次机遇性、竞争性、重塑性变革。持续巩固这种来之

不易的势头，紧紧把握这种攸关未来的走势，踔厉奋发，敢拼敢干，我们才能在

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中高端、关键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也才

能像外贸领域这样，异军突起，亮点频频。

短期看，外贸总额突破 8000亿元彰显出河南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河南发展的

厚实底蕴。长远看，这只是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小目标”，我们的征程仍是

星辰大海。“外贸总额突破 8000亿元”告诉我们，要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要实

现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就必须用敏锐的目光捕捉机遇，以开阔的胸

怀革故鼎新，保持大开放的气度、大改革的力度、大创新的锐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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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洛新自创区发展态势较好

前三季度自创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742.62亿元

增长8.6%

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11.7%
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

企业研发费用快速增长

1至 11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费用增长 37.5%

2021河南经济数据

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 14.2%

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7.9个百分点

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

增长24.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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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工业投资快速增长。
全年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11.7%，高于
全国 0.3 个百分点，自 6月以来整体
呈加快趋势。投资增长动力有所增
强。全年全省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同比增长 8.0%，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3.5 个百分点。消费品市场持续复
苏。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 比 增 长 8.3%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9%。

省统计局方面分析，2022 年全
省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把稳
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锚定“两个
确保”，围绕实施“十大战略”抓好重
点任务落实，保持经济平稳恢复、向
好发展。③7

2021年全省GDP58887.41亿元

蓬勃发展的中国蓬勃发展的中国（（河南河南））自由贸易试自由贸易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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