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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惠济区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聚焦教
育、医疗、住房等重点领域，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切实保
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适龄儿童全部实现入学；新增
普惠性幼儿园 79 所，与郑州四
中、郑州外国语学校等优质教育
资源合作办学顺利招生，枫杨外
国语中学惠济校区（郑州市第三
十八高级中学）、郑州科技工业学
校落户惠济，涵盖“全龄段”的教
育体系加速打造。

医疗资源更加优质。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河南医
院开工建设，中国标准化肝脏疾
病全程管理中心挂牌成立，郑州
市第三人民医院北部院区全面开
诊，“知名专家常驻、院士专家可
约”就诊模式成为常态。

住有所居深入推进。推行多
元化安置模式，累计建成安置房
734万平方米，回迁行政村30个、
群众 10.8万人。新建城市书房8
个、农体工程 16个、文化服务中
心74个，健身步道269条。

围绕“衣食住行、业教保医”
等百姓需求，惠济区委、区政府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持
续织密民生保障网，真心诚意为
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
长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
长 11.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6%以上；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以上；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
展同步增长……未来五年，是惠
济区奋进“十四五”、开启新征程，
转型升级、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
期。

作为郑州主城区、实施黄河
国家战略主要承载地，惠济区委、
区政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设
定了目标：聚焦产业升级，将推动

“传统”与“新兴”双轮驱动，实现
产业“换道领跑”；立足黄河国家
战略，将建设黄河流域文化主地
标、国际旅游目的地，打造国家战
略实施的“惠济样板”；释放发展
活力，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
更加开放高效活力惠济；呈现生
态特色，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城区
品质，将优化城市格局，建设宜居
城区；提升幸福指数，将努力构建
人民满意幸福宜居家园。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惠济区将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为
带动，以“整体工作争先进成高
原，重点工作创一流起高峰”为总
要求，围绕“三标”活动和“十大战
略”行动，聚焦“生态优、文化兴、
创新强”，全力建设“创新活力之
城、大美幸福惠济”，以优异的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初秋时节，清凉的微风尚未褪去夏日的绿意，树木的枝叶在和煦的

阳光下变幻出绚丽的色彩，在S312与文化北路交会处，一座“几”字形

高大建筑巍然矗立于茂密的林木之间，这是建设之中的黄河国家博物

馆项目。年底，这座集黄河地理、人文、历史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博

物馆将实现主体完工，其他展陈工作也将有序推进。不久的将来，郑州

北部将增添一座黄河文化和生态保护相融合的现代化文化场馆。

时间拨回到三年前的那个金秋，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视察，在

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自此，

郑州阔步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黄河时代”，位于黄河南岸的郑州市惠

济区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

发展变化来自思想观念的解放与革新，来自战略机遇的掌控与

融入，来自勇毅奋进的执着与坚持。三年来，惠济区牢记“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托，奋力拓展发展空间，持续增强发

展后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打

开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身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惠
济区依托丰厚的历史资源和美丽的自
然风光优势，大力推进文旅文创融合
高质量发展，让沉睡千年的历史图景
生动再现、绽放升级。

讲好惠济“黄河故事”，央视春节
联欢晚会郑州分会场在炎黄广场成功
举办，汇聚沿黄九省区歌唱力量的中
国（郑州）黄河合唱周活动盛大开启，
有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之称的第
十一届中国花博会“花落”惠济，黄河
精神在这里不断延续。

做好全域旅游大文章，打造 47条
精品线路，积极推进沿黄生态廊道、荥
阳故城文旅融合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项目、黄河滩地公园项目、S312道
路（惠济段）、黄河国家博物馆项目和黄

河天下文化综合体重点项目建设，完善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创造更加便利、舒
适、愉悦的旅游环境，让脚下这方热土，
成为更多游客纷至沓来的“诗和远方”。

如果说一个个文旅活动、节会是
一颗颗靓丽珍珠，那么清晰的蓝图规
划、明确的发展目标就是一根穿珠的
红线。惠济区全面落实国家《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制定了起步区建设专项实施方案和三
年行动计划，着力打造“沿黄生态保护
示范区、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在深入落实我
省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中，推动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璀璨文
化之光擦亮惠济“黄河文化”品牌，照
亮现代化建设之路。

秋日午后，惠济区黄河滩地公园南
裹头广场天高水阔、飞鸟啼鸣，数十亩
稻田翻滚着饱满的稻穗，向前来游览的
客人招手示意，些许游客在观景平台上
驻足欣赏，每年此时，郑州黄河滩区就
会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千秋大计。作为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
屏障、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中的关键一
环，惠济区始终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坚决扛起黄河
生态保护的政治责任，以更高站位、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在保护黄河千秋大
计中体现惠济担当。

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投入
资金 1.7 亿元，经过连续几年的黄河滩
区综合整治，曾经无序发展、违规建设
等突出问题得到了全面清理，滩区新增
绿化面积 35万平方米，累计栽植树木
22万株；依托黄河数字化生态保护监测
平台、卫星大数据应用等手段，黄河惠
济段“空天地河”智能感知体系加快构
建，304种野生鸟类汇集黄河滩，一个干
净多彩、富有活力的生态空间初步建
成。通过综合整治，黄河滩区生态环境
加快修复，被评为黄河郑州段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先进集体。

不仅黄河沿线发生可喜变化，城市
品质也随之不断提升——

几年来，惠济区突出“四季有景”，开
展微景观打造、月季满城等特色工程，高
质量完成区域绿化 470万平方米，连通
绿道153公里，“见缝插绿、拆墙透绿”。

整合利用零散小微地块，打造城市
“微景观”90 余处，新建公园游园 142
个，新增绿地 1232万平方米，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44%。

以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景
观格局为目标，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
索须河景观提升工程基本完成，辖区 7
条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水域环境明
显改善，“绿满城、水绕城、花映城”的生
态景观已然形成。

行之有效的治理，让惠济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顺优势、乘优势的同时，更应谋优
势、造优势。惠济区绝不故步自封，更
加竞进拼抢，在正确把握项目、产业、
发展的辩证关系之中，一个生机勃发、
面貌一新的活力惠济，正在黄河之畔
绽放光彩。

受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文
物保护、基本农田等刚性约束，一直以
来，惠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受到不
同程度的限制，产业优势不突出。今
年，该区聚焦“生态优、文化兴、创新
强”，按照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出台了“1+5+N”等一系列招商引
资产业扶持政策，重点培育新一代信
息技术、双碳科技、智能制造等新兴产
业，推动文化创意旅游、现代商贸服
务、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树立“项目为王”工作导向，2022
年年初，惠济区集中（线上）签约来自
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大
区域的重点项目 12 个，用项目建设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激发新
活力。为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惠济区

布局建设花园口新兴产业园和古荥
智能制造产业园，为招商项目提供

“施展拳脚”的平台，努力打造郑州北
部创新发展新高地。截至目前，两个
产业园区共对接拟入园项目 15 个，
已签约项目 9个。

一组组数据是惠济区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写照。几年来，惠济区出
台了《促进科技创新发展若干政策》
《惠济区创新创业团队项目资助实施
细则》等系列惠企政策。截至目前，惠
济区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7家，郑
州市科技型企业 143 家，市级以上研
发平台 44个，市级以上创新创业载体
7 个 ，完 成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2.15 亿
元。出台高质量建设人才强区三年行
动计划，引进各类人才 4322人，1500
套青年人才公寓加快建设。纵深推进

“一网通办”，推出高频“一件事”50
件，网上可办率 100%，工程建设项目
区级审批时限由 340个工作日压减至
60个工作日，企业开办时间由 7个工
作日压减至 1 个工作日以内，发展环
境更加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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