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
市科技局获悉，经过层层选拔、审核，
88个高层次创新创业项目入选第三批

“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支持项目，
入选项目将获1.75亿元奖励资金。

据介绍，从 2015年到 2017年，郑
州市先后实施两批“智汇郑州·1125聚
才计划”项目 235 个，支持额度 5.8 亿
元；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535人，其中，两院院士 14人，高层次
专家 52人，长江学者 7人；引进设立了
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郑州工作站，郑州
市在引进高端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
构上，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一大批
高层次创新创业项目在郑州落地，有

力促进了郑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带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经过信息发布、项目征集、县区
审核推荐、形式审查、技术评审、实地
核查，市政府研究确定对入选的 88
个项目进行支持。其中包括：顶尖人
才团队 7 项，创新创业领军团队 19
项，创新领军人才 31 项，创业领军人
才 6 项，创新紧缺人才 15 项，创业紧
缺人才 10项。

88个项目中，引进各类高层次人
才 236 人，获得国家级人才荣誉的有
22人。

统计显示，88个项目中，按所属技
术领域分类，电子信息 28 项、生态环

境 6 项、生物医药 12 项、先进制造 16
项、现代农业11项、新材料13项、新能
源两项。

根据相关规定，对两院院士领衔
的创新创业团队，可给予项目奖励资
金 400 万元；国家级高层创新创业团
队可给予项目奖励资金 300 万元，其
他层次创新创业团队，可给予项目奖励
资金 200万元。创业领军人才和全职
引进的创新领军人才给予项目奖励资
金 200万元。创业紧缺人才和创新紧
缺人才给予项目奖励资金100万元。

按照奖励标准和相关奖励原则，
第三批入选的 88 个项目共给予奖励
资金1.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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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10月24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年来，各自由贸
易试验区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锐意进取，勇于突破，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
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作用。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要在深

入总结评估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
想、积极探索，加强统筹谋划和改革
创新，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
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
创新成果，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5 年来，有
关地方和部门密切配合，推动自贸试
验区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积极探
索创新，勇于攻坚克难，在多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成绩应予充分肯定。望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大
力度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
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88个项目入选“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
将获1.75亿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日发
布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分析，前三季度，
全市经济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良
好态势，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经济新动
能快速成长，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初步核
算，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7350.9 亿
元，同比增长8.2%，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5、
0.8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134.3
亿元，同比增长 2.3%；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3220亿元，增长9.1%；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3996.6亿元，增长7.8%。

主要经济指标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7.6%，增速比上半年回升 0.3个百分

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增速分别
比上年同期、今年上半年回升 2.6、2个百分
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129.3亿元，
同比增长 9.9%。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909.9亿元，同比增长 13%。9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21484.9 亿
元，比年初增长 5.6%；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20642.9亿元，比年初增长14.7%。

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
前三季度，全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为1.8∶43.8∶54.4，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 GDP比重，比上年同期和今年上半
年均提高2.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支撑作用增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9.1%，高于上半年 0.5 个百分点，高于

GDP增速 0.9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9.4%，高于GDP增速 11.2个百
分点。

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
工业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3个百分点；其中
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铝及
铝精深加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汽
车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工
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9.3个百分点。以租赁和商务
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营利性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3%，高于 GDP 增速
14.1个百分点。

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财政收入结构更加合理。前三季度全
市税收收入完成660.4亿元，同比增长14%，
增速比上半年回升 0.8个百分点；税收收入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72.6%，比上年同
期提高0.6个百分点。

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全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4764 元，同比增长 8%。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09元，同比
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86
元，同比增长8%。

物价水平基本平稳。前三季度我市居
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2.6%，比上半
年下跌0.3个百分点，9月环比上涨1%，全市
物价基本平稳。

前三季度郑州经济增长8.2%
生产总值完成7350.9亿 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本报讯（记者 李爱
琴）昨日下午，郑州市召开
大围合区域市场外迁工作
观摩推进会，分析当前我
市市场外迁工作面临的形
势任务、存在的矛盾问题，
进一步明确任务、强化措
施，确保年初确定的市场
外迁任务全面完成。

市领导王新伟、王贵欣、
黄卿、万正峰、王万鹏、刘睿
参加会议。

会上，副市长万正峰
通报了市场外迁工作推进
情况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
作，惠济区、管城区分别作
表态发言。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长
王新伟指出，开展市场外
迁工作，是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打造国际化现代化
生态化大都市的必然要
求，是构建现代市场体系、
推进商贸物流转型升级的
重要途径，也是生态环境
治理的重要举措。在当前
全市市场外迁工作的攻坚
时刻和紧要关头，各责任
单位要进一步提升站位、
强化认识，通过科学制定
规划、做实做细方案、强化
责任落实、组织发动群众
等工作措施，推动全市市
场外迁工作高标准完成。

王新伟要求，要把握
关键。在“迁”上下功夫，
各责任单位要对照目标任
务，倒排工期、细化方案，
按照“学先进、找差距、比
创新、看实效”要求，不折
不扣抓好任务落实。要在

“建”上下功夫，对标先进
城市高起点做好规划，不
断优化服务，高标准建设，
使其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需
要和人民群众宜居宜业的
要求。要在“管”上下功
夫，坚持“条块结合、属地
负责”原则，深化市场管理
体制改革和方式创新，切
实提高市场监管能力，以市场外迁工作高质量完成推动
郑州市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王新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勇于担责担难担险，形成
一把手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
局。要健全完善监督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实施“日
调度、周通报、半月点评”制度，台账管理，挂图作战，坚决
打好打赢市场外迁工作攻坚战。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在郑州调研
本报讯（记者侯爱敏）昨日下午，由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

带领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莅临
郑州，就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王鹏陪同。

在郑东新区，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个体饭店红柳枝察看，详
细询问饭店负责人是否了解经济普查的意义、普查员询问了哪
些内容等，饭店负责人均一一作答。随后调研组一行又来到位
于万豪酒店的产业单位河南绿地千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郑州
分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在文化产业大厦内，调
研组一行分别来到河南汇艺置业有限公司、北京盈科律师事务
所，了解企业情况，并询问普查员相关工作情况。

李晓超表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意义重大，事关国家未
来经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也与每家企业未来的发展
息息相关。希望各个单位能充分认识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
积极配合普查工作，如实填报相关数据，确保此次经济普查收
到预期效果。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各项工作正有序推
进，人员、经费、物资均已到位，宣传工作也已全面展开，正在进
行紧张的单位清查工作，为正式普查登记做准备。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上午，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名，出

席会议48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常务副市长王鹏作的

关于调整 2018年市本级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的报告、关于郑州市2018年市
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
于农业产业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
市城乡规划局郑州市城市设计工作情
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福松作的关于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名单（草案）和人事任免议案的说

明。拟任命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
先后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范俊作的关于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市税务局局长刘峰
作的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艳作的《关于修
改〈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的
决定（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

会议还书面听取了关于郑州市
2018 年 1~9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
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报告、关于郑
州市 2017年财政决算和 2018年 1~9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
大常委会相关决议（草案）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广灿、
王 贵欣、法建强、张春阳、袁三军、
王福松、孙黎，秘书长周亚民出席会议。

常务副市长王鹏，市监察委员会、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
责同志，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城乡
规划局、市农委、市税务局、市法制办
主要负责同志，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委厅室负
责人，市纪委监察委驻市人大机关纪
检监察组组长，各县（市）区人大常委
会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12名市人
大代表列席会议。

距距 中国中国··河南招才引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开幕智创新发展大会开幕

还有还有22 天天

广聚天下英才 让中原更加出彩

“智汇郑州”高层次人才
暨项目对接洽谈专场

时间：10月27日、28日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马：跑出昂扬龙族精神
郑报融媒记者 苏 瑜

“郑州银行杯”2018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已进入
倒计时，作为郑州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让无
数跑友心心念念很多年的郑州城市“专属”马拉松，
受到国内外广大跑友热捧，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
反响。

商都郑州，既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
都，又是一座欣欣向荣发展着的新兴中心城市。这
里既有 3600 多年历史的商城遗址，又有众多特色鲜
明的现代建筑。历史悠久的老城区传递着华夏文明
的古老记忆，朝气蓬勃的郑东新区展示着现代城市

的发展活力。
郑州国际马拉松用独特的赛道设置把二者串联，把

郑州奠基文明的厚重历史遗迹与国际枢纽之城的现代发
展成就融合起来，（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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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弧度和大陡
坡、形似一轮新月和登
云天梯的 1.65 万吨斜
拉桥24日凌晨在郑州
近郊的夜幕中转体成
功，标志着在建的郑万
铁路顺利跨越徐兰高铁，
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小曲
线、大纵坡、大偏心转体
斜拉桥施工的空白。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郑万铁路“新月云梯”大桥转体成功
填补国内空白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听取多项报告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招才引智专场

时间：10月27日、28日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承办：郑州市人民政府、航空港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