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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新时代 扬帆起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成 燕 通讯员 杨宇

河南农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小樱桃”带动大产业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孙晶晶 文/图

去年签约47个项目
总投资768亿元

2018 年，该区新签约项目 47 个，总投资
达 768 亿元，落地一批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
高的新兴产业项目，实际引进使用区外资金
超百亿元。该区合晶单晶硅项目投产，华锐
液晶面板项目开工，光力科技半导体封装划
片机、富士康中州研发中心等项目入驻，填补
多项省内产业空白。通过“资本运作+招才
引智+要素平台”全新招商模式，有效降低企
业成本，吸引了人才集聚，促进项目引进。新
建成投用的该区政务服务中心，高效整合了
全区应入驻的全部审批服务职能，进驻率、网
上办事率排名全市前列。

据该区商务部门负责人介绍，去年，该区由
管委会领导带队分赴北上广深等地考察70余批
次，拜访企业200多家，邀请接待客商600余家；
主动对接华为、海航、泛亚班拿、安博、大富科技
等一批优质企业。2018年，该区引进域外境内
资金 52.9 亿元，占全年任务目标的 102%；实际
吸收外资5.66亿美元，占全年任务目标101.7%，
从引资规模到引资质量均跃升至新高度。

去年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逾700亿元

2018 年，该区 476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705亿元，其中 51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59.2 亿元，高出年度投资目标 10.2 个百分点，
其省重点项目建设综合排名位居全市第二。

“港区项目审批效率显著提高，审批时间压
减至 90个工作日以内，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领

域实行‘容缺办理’，大大提高了项目审批速
度。”不少外来入驻企业高层为港区审批提速

“点赞”。
据统计，去年，该区累计开工项目 58个，总

投资 441.4 亿元；全区政府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120亿元，累计撬动社会资金 700亿元投向重点
项目建设。更令人欣喜的是，该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支撑后劲充足：去年，170个新兴产业项目
完成投资 393.2亿元，占重点项目整体投资比重
的近六成，其中新兴制造业集群完成投资 112.2
亿元，新兴服务业集群完成投资281亿元。菜鸟
中国智能骨干网二期等一批产业项目相继建成
投用，新开工恒丰电子产业园（北区）仓库项目、
TCL华中电子商务配送中心等一批主导产业项
目，产业优化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今年确保
新签约项目40个

围绕“5+3”产业体系培育，该区今年将“出
重拳、招大商、大招商”，再引进一批在全球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中处于较高层次的“四力”型
项目，尽快形成“多点支撑、高端引领”的产业发
展格局，确保 2019年新签约项目 40个，投资总
额不低于786亿元。

翻开今年该区“招商工作年历”，你会发现，
招商引资工作“好戏连台”：4月份参加第十三届
河南投洽会，重点组织好第一届国际生物医药
发展高峰论坛，开展生物医药产业专题招商活
动；5月份组织参加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
开展电子商务产业专题招商活动；6月份以吸引
外资为主题开展境外招商活动。7~8月份，围绕

“珠三角”区域开展智能终端及新型显示产业、

智能装备产业专题招商活动；9~10 月份，围绕
“京津冀”区域开展央企及大型国企合作主题招
商；11~12月份，组织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重点围绕“长三角”区域开展智能网联
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航空物流产业专题招商。

今年将完成项目投资779亿
实施“五大工程”

今年，该区将坚持项目带动、项目化推进，
重点实施立体交通枢纽建设等“五大工程”，初
步谋划重点建设项目 652 个，总投资 5150 亿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779亿元。同时突出“四
个一批”项目建设，即确保年内竣工投产项目
223个、在建项目 129个、新开工项目170个、前
期项目130个。

加快推进立体交通枢纽建设工程。该区计
划实施30个重大项目，确保年度完成投资157.3
亿元。其中，继续推进郑州南站枢纽工程一期、
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等13个项目工程
建设进度，确保年内按时竣工投用；重点推进郑
州机场三期、郑许市域铁路郑州段等8个项目建
设进度；做好迎宾大道（滨河东路—青州大道）
等 3个快速化项目准备工作，确保按时开工建
设；加快京港澳高速航空港区苑陵故城站互通
式立交等6个新建项目建设前期工作。

加快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工程。该区计
划实施 227个重大项目，确保年度完成投资 424
亿元。重点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推进建
福模具、越人生物医药园等 27个竣工项目早日
建成投用；大力推进朝虹液晶显示器产业园、华
锐光电、友嘉精密机械等65个续建项目建设；全
面做好光力科技半导体封装划片机等50个新开

工项目准备工作；抓好先进集成电路芯片靶材
国产化、鹏瑞利医疗商业综合体等 85个前期项
目谋划工作，确保项目早日落地。

加快推进城市功能提升工程。该区拟实施
233个重大项目，确保年度完成投资 65.8亿元。
围绕高铁南站、河东安置区等重点项目，以城市
快速路、主干道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着
力推进城市功能区连片综合性开发。积极推进
国泰路等 124个竣工项目，确保年底投用；全力
推进洪泽湖大道、鄱阳湖路等 11个续建项目建
设；重点抓好导航路等80个新开工项目，确保按
期开工建设。

此外，该区还将加快推进生态建设工程，实
施 47 个重大项目，确保今年完成投资 22.4 亿
元。在推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工程方面，实施
115个重大项目，确保年度完成投资109亿元。

实行“五个一”
工作机制

为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该区将调整完善由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
任双组长的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和重点项
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五大工程”建
设指挥部，统筹推进立体交通枢纽、战略新兴产
业、城市功能提升、生态建设、民生社会事业等
领域项目建设。特别重大的招商和建设项目将
成立以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牵头的专项指
挥部重点推进。此外还将全面实行招商引资与
项目建设“五个一”工作机制，即“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份方案、一抓到底”，确保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实行例会制、观摩制、“店小
二”贴身服务制，为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殷切希望河
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多作贡献”。今年3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
议时，听取了市长王新伟关于“四
条丝绸之路”建设情况的汇报，对
河南、郑州“四条丝绸之路”建设
工作给予肯定。

作为中部地区开放高地，郑
州航空港区将如何加快融入“一
带一路”？如何让航空港区在全
省、全市的“名片”“龙头”“引领”
作用进一步提升？昨日，郑州航
空港区召开会议，吹响“大招商”
和“大项目建设”的嘹亮号角。

在中牟县境内万洪公路与万三路交叉口往东
或往北，碰到成群结队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排队
的壮观场景时，生活在附近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总书记在 3 月 8 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发挥自身优势，
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
一’，这其中，打造供应链，不得不提我们辖区的

‘巨无霸’企业万邦国际集团。”中牟县郑庵镇党
委常务副书记曹西峰坦言。

“我们已累计完成投资 100 亿元，占地 5000
亩，建筑面积达 350 万平方米。拥有固定商户
6500 多家，2018 年各类农副产品交易额 920 亿
元，交易量 1750万吨，位居全国第一，实现了农产
品‘买全球、卖全国’。”万邦国际集团常务副总李
森向记者透露一系列数据。

在万邦粮油干调市场，记者见到河南省海华
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四海时，他一直在不停
地接打电话。

“不好意思，明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绿豆专列
到达西安，有好多细节要跟那边的‘货代’联系
对接沟通。”张四海表示着歉意，“我主要经营杂
粮，品种有七八十个，国内的占 40%，咱省的有
新乡的玉米糁、玉米面、麦仁，原阳县的红米、糙
米，信阳的红米、大米，南阳、驻马店、焦作的花

生等，这一年能卖几百吨。”
主营大米十多年的大春粮食负责人张良贵告

诉记者：“我主要销售原阳大米和东北大米，其中
原阳大米一年能卖一两千吨。”

“这面粉种类真不少！”在永丰商行，记者感叹
道。“可不是，精制粉、特一粉、高筋粉、馒头粉，好
多种哩。”商户冯青山搬起一袋面粉往前来拉货的
车上装，“俺家主要经营咱河南的面粉和挂面，面
粉来自郑州的两家大型面粉厂，一年能销售 2000
吨；挂面主要来自许昌、鹤壁、新乡、郑州四家知名
品牌的挂面厂，一年也能销个几百吨。”

“目前，我们提供了品种齐全、质优价廉、服务
周到的‘一站式’生鲜采购平台，加快农产品流通
周转速度，节约农产品采购、存储与运输成本，不
仅保障了郑州市 80%以上的农产品消费需求，而
且辐射全省及全国 20多个省市区，带动省内外农
业基地 500万亩、农户 200万户；带动二三产业从
业人员15万人，产值50亿元。”李森告诉记者，“总
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下一步我
们将加大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力度，从市场
及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加强农产品生产端、
流通端、销售端建设，推动公司市场向标准化、信
息化转型升级，构建农产品大数据平台，发展‘互
联网+智慧农批物流’，布局全省冷链物流体系，加
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农业现代物流全产业链，
在服务‘三农’的路上贡献更大力量。”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
全面振兴。”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二七区樱桃
沟景区，将美丽乡村建设以转型升级打
造乡村文化旅游区为带动，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走成片连线精品化线路,实现了

“美丽乡村 文化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
融合发展。

美丽三月，樱桃沟内各色花朵次第
开放，一片鸟语花香，已经有不少游客
前去踏青游玩。通村道路宽阔平坦，道
路干净整洁，小楼林立，游客或享受各
地美食，或在观景拍摄，很是热闹。“我
们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啦！”当
地村民说，“很久以前，我们靠沟吃沟，
这几年，村里变化天翻地覆，这在以前
是想都不敢想的，景区发展起来了，咱
老百姓也脸上有光。”

近年来，樱桃沟景区深度挖掘文化
底蕴，打造了一批以樱桃沟村、上李河
村为代表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和治理有效的特色旅游乡村，乡村
文化旅游逐步兴起，成为全面推动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
景区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幸福产
业的良好开端。

如今的樱桃沟村民，已经不单单依
靠种植樱桃来获得收入，电商的发展使
景区三个村庄入选中国淘宝村，带动了
一批农民就业；建业足球小镇各个子项
目的运营，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城市职工的医保、社保等工作待遇和

工资保障；当地的孩子们还能在艺术家
开办的公益讲堂免费学习书法、国画、
油画、语言等技能……“让艺术熏陶我
们的下一代，文化才能真正振兴，人才
才能真正振兴。”村民代表说。

秀丽的风景、唯美的沟壑，让这
块灵秀的沃土焕发出别样的勃勃生
机。樱桃沟景区已举办了十二届樱
桃节，从风景观光旅游到娱乐采摘体
验，再上升到与文创产业的融合，每
届樱桃节都不断地注入新的基因与
元素，向以内涵为主的文化旅游产业
过渡，带动整个乡村旅游升级以及推
进全域旅游的发展。“保护是为了更
好地发展，发展又反过来服务于保
护，我们的生态地貌最原始，环境最
优美，樱桃最好吃，有条件、有优势，
有信心向总书记提交一份绿水青山
转化成金山银山的优秀答卷。”樱桃
沟景区党工委书记徐建说。

如今,“美丽乡村 文化旅游”带来
一场巨大的蝶变效应,农田变景区、荒
地变公园、产品变商品,美丽乡村建设
遍地“开花”,一幅幅美丽文明、生态宜
居、兴业富民的乡村画卷,正在中原大
地上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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