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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开幕还有 天

距
10

2018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报告发布

郑州4县市区登榜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本报讯（记者 张立）10月 8日，2018年

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报告
发布，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区，投资潜
力百强县市、区等 11大榜单出炉。郑州多
地上榜。

在“2018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中，我市新郑市、巩义市、荥阳市入选，
分别列第40、54、56位，与去年相比分别上
升一位、三位和两位。

在“2018 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
市”中，我市荥阳市和巩义市上榜。该榜单
中投资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人口和劳动
力、基础设施、交通区位、生态环境和营商
环境等五方面指标，新郑持续领跑。

在“2018 年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

榜单中，我市占据 3席，分别为新郑市（第
74 位）、荥阳市（第 83 位）、巩义市（第 90
位）。该榜单依据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获得，包含四个方面的指标，分别为资源节
约、绿色生活、污染治理、生态建设。

在“2018年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榜
单中，我市占据 3席，分别为新郑市（第 48
位）、巩义市（第56位）、荥阳市（第68位）。该
榜单对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创新融资、创新
主体、创新成效等维度进行系统评估，评价
指标体系包含四个指标：“双创”平台建设、
研发潜力、科技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成效。

在“2018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
强县市”榜单中，评价体系包含城镇化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四个方

面，我市3地上榜，分别为巩义市（第42位）、
新郑市（第60位）、荥阳市（第73位）。

在此次榜单中，新郑市尤为夺目，进入
四个榜单，并在河南众多县市中，分别领跑

“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18年
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两大榜单。

在乡镇排名中，新郑市龙湖镇以第 79
名的成绩入选百强，其他乡镇排名均在一
百名之后，其中新郑市辛店镇（第 142名）、
荥阳市豫龙镇（第 168名）、新密市超化镇
（第 337名）、巩义市回郭镇（第 453名）、中
牟县白沙镇（第 511 名）、新郑市薛店镇
（564）、新密市大隗镇（573）、荥阳市贾峪
镇（577）、巩义市竹林镇（581）、登封市大
冶镇（627）、巩义市米河镇（735）、荥阳市

崔庙镇（802）、荥阳市广武镇（815）、登封
市告成镇（916）。

另外，此次研究成果还发布了市辖区
研究成果。在“2018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前
100 强市辖区”榜单中，我市二七区入选，
居第 86位；“2018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
区”榜单中，二七区居第 76位；“2018年度
全国投资潜力前 100强市辖区”榜单中河
南两区上榜，分别为郑州二七区（第 63
位）、中原区（第 99位）；“2018年度全国科
技创新百强市辖区”榜单中，河南 3 区上
榜，其中郑州两席，分别为中原区（第 79
位）、二七区（第 91位）；在“2018年度新型
城镇化质量百强区”榜单中，郑州市中原区
上榜，居第7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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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改革篇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 邹伟安蓓 胡浩

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牵动人心。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经济

增长动能转换，改革迎难而进的步伐
更加坚定。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
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日前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必须
进行到底。这是关键一招，也是必由
之路。

坚持改革才能破解难题
今年以来，一些被视为“大手笔”

的改革正在破题——
9月 11日，在各界的关切和期待

中，自然资源部“三定”方案出炉。整

合八部门相关职能，告别“九龙治
水”，事关中国资源家底管护的这一
方案阵容强大。

短短数月，各新组建或重新组
建部门挂牌、转隶、拟定“三定”方
案 等 工 作 迅 速 展 开 ，党 和 国 家 机
构改革大刀阔斧的节奏令海内外
瞩目。

（下转三版）

我市再部署推进
武术节筹备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凯）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即将开幕，昨日下午，武术节筹备工作推进会在郑州黄河饭店
召开，对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张俊峰，副市长孙晓红出席会议。

第十二届少林武术节将于 10月 20日至 23日在登封举
行，截至 10月 8日，已有 64个国家和地区、230支团队、2097
人确定参赛，总人数再创新高。其中，230支团队中国外境外
团队 107 支，参赛人数 505 人；国内团队 123 支，参赛人数
1592人。

据介绍，目前，本届武术节各项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会
上，武术节筹委会办公室、宣传部、安保部、竞赛部、登封活动
指挥部，分别汇报了前期筹备以及下一阶段工作部署。

听取汇报后，张俊峰提出四点要求，高度重视，大员上阵；
明确责任，精益求精；精心组织，做好接待；通力协作，确保圆
满。他要求，筹委会各相关部门要用临战状态做好最后的筹
备工作，做到每个环节都丝丝入扣、万无一失，确保本届武术
节圆满成功。

“双创”活动周河南
分会场在郑启动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王红）昨日上午，2018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河南省分会场在郑州启动。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黄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鹏，副市长史占勇出
席启动仪式。

黄强在致辞中说，创新创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
心动力。近年来，河南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原大地
双创事业蓬勃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支撑平台稳步构建，
创业投资显著增长，创客群体持续壮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稳定扩大
就业的重要渠道、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助力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各地各部门要以双创活动周为契机，进一
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优化营商
环境，为创新创业开辟更加洁净高效的绿色通道。希望广大
创新创业者紧跟时代潮流，抢抓发展机遇，发挥聪明才智，共
同谱写河南创新创业发展的新篇章，为中原更加出彩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王鹏表示，近年来，郑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
向全球发布了“智汇郑州”人才政策30条；加快国家级和省级
双创基地建设，深入实施众创空间倍增、创客育引等 6大工
程；积极与国内外大院大所合作成立新型研发机构；积极主办
承办各类创业创新大赛。当前的郑州创业创新环境不断优
化，创业创新氛围日渐浓厚。郑州真诚欢迎更多的企业家和
创客到郑州投资兴业，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潮中奋
勇前行，实现创业理想，书写精彩人生。郑州将以更大的力度
推进政策创新，优化配套服务，着力营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营
商环境，努力让各类人才在郑州创新有条件、创业有舞台、创
富有机会。

启动仪式上，部分企业家代表现场分享了创业心得。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压减至百个工作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为
打造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加快“放管服”改革步伐，
市发改委、市城建委等部门出台《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工作方案》，该方案的正式印发标志着郑州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由此进入快车道。

据了解，在市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领
导小组的领导下，市发改委、市城建委等部门对标学习先进城
市成功经验，结合郑州市实际情况出台该方案。《方案》主要有
三大特点：

一是项目审批时间压减到100个工作日。对标全国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先进城市，重构科学、便捷、高效
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实现审批时间压减至 100
个工作日以内。

二是部门协同多措并举。在机制创新上：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全面推行“一口受理”和“容缺办理”两个机制；在推进举
措上：认真落实“多规合一、多评合一、区域评价、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4项举措。

三是审批流程减压增效。在审批阶段划分上：划分为立
项用地预审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开）工许可、竣工验
收等四个阶段；同时，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审批事项 4
项，将13项审批事项合并为4项，调整审批时序事项26项，建
立“联合审图、联合勘验、联合测绘、联合验收”等协同办理工
作机制。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通过全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深层次、全流程、再造式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企业和
项目单位的获得感，优化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为高
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和保障。

24台供暖锅炉
完成降氮改造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市热力总公司获悉，截
至目前，该公司已对东明路、政七街、枣庄、北郊、港区、二马路
6个燃气锅炉房 24台燃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今冬供暖季这
24台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将不高于30毫克/立方米。

为保障燃气锅炉的烟气排放达到环保要求，热力总公司
对 24台锅炉更换新型低氮燃烧器，增加烟气再循环管路，并
为东明路、政七街、二马路锅炉房更换大功率风机。

据介绍，天然气虽是清洁能源，但其所包含的氮元素在燃烧
过程中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变成氮氧化物。通过低氮改造技
术，将原来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由100毫克/立方米降至30毫克/
立方米，能有效减少空气中悬浮的微小颗粒物，改善空气质量。

本月底郑州
可直飞岘港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白小英 赵龙）记者昨日从
南航河南航空有限公司获悉，为满足中原旅客到越南岘港旅
游的出行需求，从10月 30日起，该公司将开通郑州—岘港直
达航线，并加密原有经停北海的郑州—北海—岘港航班，使郑
州至越南岘港航线达到每天一班。

郑州—岘港直达航线为每周二、四、六各一班，航班号
CZ8367/8，由波音 73M 机型执飞，飞行时间为 3小时 30分
钟。航班时刻为：北京时间12：05从郑州机场起飞，当地时间
14：30到岘港国际机场；回程为当地时间 15：30从岘港国际
机场起飞，北京时间20：00到达郑州机场。

同时，南航河南航空有限公司还将在 2018年冬春航季，
加密原有经停北海的郑州—北海—岘港航班为每周一、三、
五、七各一班，航班号 CZ8361/2，航班时刻为去程北京时间
10：00从郑州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4：30到岘港国际机场；回
程为当地时间 15：30从岘港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 21：50
到达郑州机场。

在城市马拉松赛事渐成潮流之际，每一个城
市都该认真思考办赛能为传承文化做些什么。

11月3日，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将揭开战幕。
筹办这个赛事，赛事组织者想到的是高起点、高标准
办赛，郑州市民想到的则是热情迎纳、积极参与。

以郑州为起点的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已连
续举办多年，郑州依然心心念念举办一个专属的
马拉松赛事，这也许就是城市马拉松赛的特殊运
营规律使然。城市马拉松赛一头牵系着跑者，一
头牵系着城市，为跑者提供良好的赛事服务是办
赛的要义，为城市搭建宣传推介自身资源的赛事
平台同样是赛事发展壮大的必要支撑。

或许正是由于办赛较晚的缘故，让郑州国际
马拉松赛在筹办时就在考虑如何可以做到后来居
上。毕竟是省会城市举办马拉松赛事，毕竟是积
淀了多年办赛经验，郑州谋划将城市专属的马拉
松赛事办好可谓尽心尽力。拼赛道，郑州国际马
拉松将拿出串联起城市地标建筑的最美赛道；拼
服务，郑州国际马拉松将把政府与社会力量联手
办赛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赛事品质；拼
文化底蕴，郑州国际马拉松依托厚重的中原文化
推出颇具开创意义的姓氏跑团，试图将传统文化
的基因注入时尚的马拉松运动。

尽管办赛成效还有待实践检验，但郑州国际
马拉松赛积极寻找城市马拉松赛文化基因的尝
试，还是值得充分肯定。在城市马拉松赛事渐成
潮流之际，每一个城市都该认真思考办赛能为传
承文化做些什么；由此引发的另一个话题则是，找
寻赛事的文化基因又将为赛事带来什么。城市马
拉松赛因满足群众健身需求与城市自身发展需求
而生，城市马拉松赛的发展依托的是全民健身的
蓬勃发展与城市治理的长足进步，而能够让城市
马拉松赛持续办下去的理由，则应是马拉松赛在
自我完善过程中找寻到的那一份文化基因。

城市马拉松赛的发展，有一个从粗放式经营
到集约式经营的演进过程，而找寻并确立赛事的
文化基因则是升华赛事价值的必由之路。

找
寻
赛
事
的
文
化
基
因

钟
文

本报讯 11 月 3 日将鸣枪开
跑的“郑州银行杯”2018 郑州国
际马拉松赛，因其奉行“高起点
高标准 高品质”“大平台 大视野
大传播”“有活力 有文化 有温
度”的“三高三大三有”原则，不仅
令国内外跑友非常期待，而且也
引起权威媒体关注。10 月 8 日
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对
郑马“找寻赛事的文化基因”、拼
赛道拼服务拼文化底蕴欲“后来
居上”给予充分肯定。

名列八大古都、位居“天地之
中”的郑州，有着 3600多年的历
史，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虽然

是城市马拉松的后来者，但郑马
在办赛之初，就明确了其展示城
市形象的平台作用，通过比赛让
跑友感受郑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特别是河南独有的姓氏文化，在
前 100个中华大姓中，有 82个直
接起源于河南，这一文化基因决
定了将姓氏文化融于其中的郑州
国际马拉松具备着唯一性。筹委
会也特意组织了“姓氏跑团”，让
根植于中原的姓氏文化，借助郑
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让更多跑
友了解自己的姓氏起源，更深刻
地理解中原文化。

跑友参加郑马，不仅是一次

健身活动，一次自我挑战，更是一
次寻根之旅、文化之旅、心灵之旅
——这也是郑马的初衷。而随着
精心制作的宣传片在央视多个频
道、河南卫视以及各大网络平台播
出，郑州“活力之城”“文化之城”

“温暖之城”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能得到《人民日报》的关注

与肯定，对我们来讲既是鼓励，更
是鞭策，我们一定倾尽全力办一
届让广大跑友满意的高品质赛
事，努力挖掘城市文化基因，彰显
郑州的文化特色，让郑马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赛事筹委会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人民日报》点赞“郑马”
靠“三拼”欲后来居上

郑报融媒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 陈凯

昨日，北龙湖湿地“网红草原”又火了，这片粉黛乱子草已是第二年“盛
开”。今年，管理部门提前为草地设好围栏和方便拍照的观赏道路，并派专
人维护秩序，“网红草原”长势更好，景色更美。 记者 马 健 摄

龙湖粉黛龙湖粉黛
盛开成一地繁华盛开成一地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