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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王保存：

希望郑州更有实力更有影响力
“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

高、分析形势透彻、谋划工作实
在，是一个凝心聚力、鼓舞士
气、勇于担当的好报告。”省人
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王保存说。他认
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去年工
作实事求是，总结的发展经验
弥足珍贵，对形势的分析深入
透彻，对 2019 年工作的安排
部署重点突出、切实可行。

结合郑州的发展，王保存
建议，郑州要依托空港、陆港的
发展新优势，坚持以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龙头，统
筹“五区”联动、“四路”协同，深
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要一手

抓货物的集散，一手抓商品的
生产；要出有货源，进有市场。
抢抓机遇，支持临港产业，发挥
郑州更大的优势。”

去年，河南实施了“四水同
治”，河南水生态环境得以改
善。在此基础上，王保存建议
在郑州西部规划建设大容量的
水库，改善郑州西部的生态环
境；同时高标准规划建设黄河
南岸的水生态带，修复水生态、
保护水生态，形成宜居宜业的
城市居住区。

“郑州正在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希望郑州未来更有实力、
更有影响力、更有辐射力和带
动力，进一步提高在全国的战
略地位。”王保存说。

“报告强调，改革开放是河
南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更加
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思路。”省人
大代表，金水区委副书记、区长
魏东说。

“改革开放 40年来，全省经
济总量翻了近 300倍，取得了骄
人成绩。作为一名基层代表、一
名郑州人，我经历和见证了郑州
这几十年的发展。”魏东说，随着
一大批国家战略相继落地郑州，
为郑州建设国家综合交通枢纽、
我省对外开放龙头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特别是2016年国家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
来，我们一年一个台阶，跑出了
速度，跑出了质量。尤其近两

年，我们紧抓“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工作总格局，坚持项目带
动、项目化推进，2018 年郑州
GDP突破万亿，更加振奋人心。

“这两年实践经验，坚定了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信心，夯
实了基础，为郑州引领中原城市
群发展创造了条件。”魏东表示，

“下一步，金水区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以开放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产业
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审议中，魏东建议省、市完
善国际贸易促进平台，完善海外
运营的支撑体系，支持高新企业
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省人大代表魏东：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城市经
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河
南的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
和新兴服务业领域，还有待提
高。”从物业费由政府定价，到市

场备案制，再到市场放开，省人大
代表、河南省索克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芳从业20多年来，见证
了河南服务业不断快速成长的整
个历程。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2018 年，河南服务业占 GDP 的
比重已达 44%，相关从业人员达
33%，结合河南服务业的现状，姜
芳在发言中建议政府加大对服务
业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减税
降费，鼓励现代服务企业转型升
级，推进供给侧改革。

财政支持方面，建议设立生
活性服务业发展基金，大力开展
从业人员的智能化培训，构建以
信息化为切入点，以培训体系为
依托，以评估体系为依据，以服务
商整合为支撑的“四位一体”模
式，促进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同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推
动标准化建设，加强诚信建设，提
高整体的服务水平，重点支持“互
联网+生活”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河南是人口大省，在服务业
方面占有很大优势，政策方面，希
望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把服务
业的发展作为满足居民生活需
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加社会
就业的重要举措来推行，对服务
业的品牌给予扶持。建议政府更
好地利用人口红利，在服务行业
培育河南省的龙头企业，打造示
范型企业，更好地留住人，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建议政
府能够加快出台对龙头企业和示
范型企业的具体扶持政策，推进
政府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的力
度，加快机关后勤服务公司市场
化的改革。

省人大代表姜芳：

支持鼓励现代服务企业转型升级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四个关
键、四个关系，充分展现了务实
精神，对河南金融风险的把握
十分准确，处理十分得当，我完
全 赞 成 这 个 报 告 。”省 人 大 代
表、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局
长王广幼认为，近年来，河南经
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资
本市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上市公司增加，新三板企业达
到了 374家，在中部六省排名第
一。市场主体不断增大，市场

规模不断增大，市场的融资功
能持续增强。

“报告中多次提到，当前存在
股权质押风险和债权违约风险，
说明政府对存在的金融风险非常
敏感。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周期、企业
资金稳定性不足、金融政策等原
因的影响。”王广幼建议，政府应
进一步重视上市公司存在的风
险，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和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

省人大代表王广幼：

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企业渡难关

“河南是文化大省，历史资
源和文化资源都拥有很大的优
势，如何变文化大省为文化强

省，需要进一步进行资源的整
合，率先占领文化高地。商城遗
址距今3600年，在世界文明史上
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建议
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大重视，让
商城文化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发
扬。”省人大代表，管城回族区委
书记、区长虎强建议说。

虎强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2019 年要“促进文化发展繁
荣”，其中提到了建成二里头遗
址博物馆，开工建设殷墟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实施隋唐洛阳城、
宋 都 古 城 等 一 批 保 护 利 用 项
目。“建议同时加大对商城遗址
的重视。自 2016 年我市启动对
商都历史文化区的建设以来，目
前很多工作已大头落地，16个项
目将在 2019年投入建设。”虎强
认为，“郑州作为我国八大古都
之一，商都历史文化区将让这一

称号更加名副其实。”
虎强还建议，河南在交通综

合枢纽建设方面，加大对郑州的
支持力度。“小李庄站将于 2019
年底启动建设，对新郑、二七区、
经开区都将有带动作用，城市结
构将更加合理优化。”

郑州在 2018年实现了 GDP
首破万亿大关，常住人口突破
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0 万
元的“三大突破”。虎强说，建
议省委省政府在行政区划上给
郑州更多的支持，提升郑州在
全省的首位度。“郑州从名不见
经传的小县城发展到现在特大
城市，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分
不开。但是目前郑州的空间不
足以承担其未来的发展，和周
边城市相比，城市空间都比较
小。建议我省在区划方面给郑
州更多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很实在，河
南一年来的发展令人振奋。”省
人大代表、河南中陆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总裁、北京中陆世纪
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中海
说，随着郑州市 GDP 突破万
亿，应更加重视在未来发展中
的定位和规划，河南要进一步
利用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综保区优势，融入

“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郑州
对国家外向型经济的贡献。

当前的贸易形势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更

大的机遇。郑州也要借此机遇
不断开拓市场。

另外，他还希望政府能加
强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尤其是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助力河南
企业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
展。他希望在 2019 年，政府
能更加关注营商环境和企业
税费的减免，通过出台一系
列的税收抵扣、税收优惠政
策，让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流
能够进行投资，助力发展、壮
大，为河南的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省人大代表，郑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新伟在发言中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站位高、谋划深，

分析透、定位准，方向清、目标
明，措施硬、任务实，体现了坚持
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决心。报告提出以航空
港实验区建设为龙头，统筹推进

“五区”联动、“四路”协同；支持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大
都市区建设；以中心城市为引领
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等，
多次点到郑州，体现了省委省政
府对郑州的关心和期望。

王新伟认为，近两年来，郑
州站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这一
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结构持续
优化，综合实力更加坚实，生态
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各项社会
事业更趋协调。但目前对标其
他中心城市，郑州仍存在经济
首位度不高，产业层次整体偏
低，科技创新基础薄弱，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不强，发展空间较

小，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
足等问题。

王新伟建议,郑州要紧盯推
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总目标，坚持“四重
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
围绕经济总量、居民收入、城镇
化率、研发投入等确定2019年工
作目标。王新伟认为，要坚持高
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为高质量发
展夯实基础；坚持目标标准建
设，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坚持
转型发展，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
产业体系；坚持统筹协调，高质
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开放
创新双驱动，持续释放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坚持深化改革，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坚持绿
色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
发展屏障；坚持以人为本，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省人大代表王新伟：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郑州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代表虎强：

加快推进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

凝心聚力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省人大代表王中海：

加大对非公经济支持力度

1月16日下午，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就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审议。
在郑州代表团，来自各条战线的省人大代表畅所欲言，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求真务实、振奋人心、目标明确、催人奋进、措施精准、务实可行，是一份敢担

当、勇创新、重实干、增干劲的好报告。
代表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及2019年的工作部署精准务实，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健康运行等工作上效率高、力度大，在推进三大攻坚工作的目标制定上

标准高、要求严，在城乡建设和发展社会事业方面任务明、举措实。大家表示，将从自身做起，砥砺奋进，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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