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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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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品牌篇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论述。
五年来，郑州市始终坚持把质量工作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将质量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区一群”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质量强市

战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自主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入手，积极践行“三个转变”，交出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
值此全市质量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本报推出“落实‘三个转变’——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今日刊发“质量品牌篇”，敬请关注。

2014 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

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

“三个转变”重要指示，5年来，郑州市自觉将“三

个转变”作为新时代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纲领，

大力实施质量提升、科技创新、品牌培育“三轮”

驱动，2018年末，以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常住

人口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破 10万“三大突破”

为标志，出彩郑州站在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精准发力
高质量发展硕果累累

郑州市一直把质量作为郑州发展的根本取

向和最高追求，始终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建立了

完善的质量工作政策体系，先后出台了《关于推

进质量强市战略工作的意见》《关于贯彻质量发

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动三个转变建设质

量强市的实施意见》《郑州市质量工作考核方

案》等文件，为质量工作提供支撑和保障。

2018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郑州市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郑州市纺织服装质量提升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和《郑州市超硬材料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全市形成了“1+3”质量提升

工作格局。

截至目前，全市重要工业产品合格率达

9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蔬菜、

水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9%以上，畜禽产品抽检

合格率达98.2%，农产品合格率继续保持全国前

列；药品不合格报告书同比下降62%。

2018年，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工业投资增长 8%左右，手机产品结构进一

步优化，产值突破 3000 亿元。汽车产量达 64

万辆，增长 33%，七大主导产业对全市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 92%。“三大改造”深入推进，技

改投资增长 40%以上，建成省级智能工厂（车

间）21 家，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 8 家。制造业

投资占工业投资 70%以上，新增超百亿企业 2

家、超 200 亿企业 1 家；“百千企业上云”计划

顺利实施，上云企业近 4700 家。新发展环城

都市生态农业 12.9 万亩，新培育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10 家，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星级示范企业 22 家，全市休闲农业营收

40亿元、增长 14%，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水平

不断提升。

市场监管部门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 15条，

食品安全示范店100家；在1771家中、小学和幼

儿园食堂建成“互联网+明厨亮灶”。全市食品

抽检合格率超过98.2%，药品生产不合格报告下

降 33%，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满意度超过

74.5%，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以最优档次

通过省级验收。

创新驱动
“郑州制造”加速转型升级

创新是战略之举、强国之路。抓创新就是

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只有不断增强创

新驱动力，才能在高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更可

持续发展。

郑州市政府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出资3亿元

与省科技厅共同推进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建

设；企业牵头搭建的省工业新型成像技术创新

中心、省智能工厂系统集成创新中心、省功能金

刚石材料创新中心、省高效能铝基新材料创新

中心等4家创新中心被认定为首批“省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培育单位”，大信厨房等 5家单位被认

定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郑州市与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开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时间

和空间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监测》项目合作，郑

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郑州中心）挂牌成立。

（下转二版）

聚力“三个转变” 郑州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落实“三个转变”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希望美方能相向而行，抱着理
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
题，让中美经贸交往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人民日报今日刊发评论员文章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

（详见4版）

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
步，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
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国
家尊严，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
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

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
中央和省委重要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5月 1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新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王鹏、谷保中、黄卿、张俊峰、徐军、李喜安、万正峰、吴福民、
马义中、陈兆超出席或列席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
次集体学习和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高度评价五四
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任务要求，
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会议强调，要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继
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5月
1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

王鹏、谷保中、黄卿、张俊峰、
徐军、李喜安、万正峰、吴福民、马义中、
陈兆超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座谈会时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部署我市脱贫攻坚工作。会议要
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打好打赢高质量脱贫攻
坚战。要把底线思维贯穿始终，梳
理“两不愁三保障”任务清单，聚焦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补短板、
强弱项，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要
把高质量脱贫贯穿始终，将脱贫攻
坚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产业扶
贫引领，激活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以

“四不摘”推动脱贫向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迈进。要把防止返贫贯穿始
终，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最突出的

问题着眼，以政策兜牢民生底线，集
中资源打通难点，确保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会议讨论研究了《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确保粮食安全的实施意见》。会议
要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切实
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的殷殷嘱
托，积极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发挥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稳定
器”作用。（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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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多项重要工作

打造营商环境郑州品牌郑州品质

渣土车即日起实行
分区域按时段运输

三环内每晚10时至次日凌晨5时上路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从昨日下午召开的全市 2019
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第13次调度会上了解到，为推进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即日起，我市对渣土车运输实施精准科学
管控——采取分区域按时段运输。

其中，城区三环外施工工地渣土车运输时间为每日9时至
20时；三环内(含三环)运输时间为每日22时至次日凌晨5时。

据了解，运输新规实施后，市公安、城管等部门将开展联
合执法，严查渣土车违规上路。

提速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体
如果说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让

郑州实现了开放互联发展，那么跨境电
商就是撬动郑州提速融入世界经济循环
体的有力支点。嘉宾认为，郑州跨境电
商未来将带动河南成为中国的商贸中
心、物流中心、征信中心、结算中心、标准
制造中心以及大数据服务中心，为全球
的跨境电商发展作出贡献

跨境电商上演“速度与激情”
围绕跨境电商行业发展，郑州开展

了监管制度创新、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等多项创新实践，核心区、先行区
出口业务快速提升，实现持续爆发式增
长，一批传统外贸企业、工业制造企业跨
境电商业务保持年均20%至 30%增长

奏响“四条丝路”交响曲
伴随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级战略平台
联动发展，河南空中、网上、陆上、海上四条

“丝绸之路”弹奏出动人的交响曲。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四条“丝绸之路”交相辉映下，
郑州“网上丝绸之路”一定会越来越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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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至12日，在第三届全球跨
境电子商务大会在郑举行，近1600名境
内外嘉宾，同献经验智慧，共谋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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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过境干线公路成为让过境干线公路成为
四季有四季有景的生态长廊景的生态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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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部署安排，5月 11日至
16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进驻
河南省开展第一轮督导工作“回头
看”。5月 12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回头看”工作汇报会在郑州召开。
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组长盛茂林
向河南省委省政府传达了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回头看”总体要求和本次“回
头看”有关安排。省委书记王国生汇
报了河南省贯彻中央扫黑除恶第一轮
督导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并作表
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主
持会议。

盛茂林指出，中央对第一轮督导
的省（市）开展“回头看”，充分体现中
央对扫黑除恶督导工作的高度重视，
进一步表明中央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引向深入、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这
次“回头看”主要任务聚焦三个重点：

一是重点地区党委政府对扫黑除恶是
否存在“过关”思想，督导反馈问题是
否整改落实到位。二是重点案件法律
适用是否准确，“打伞破网”“打财断
血”是否落实到位。三是监管部门是
否就重点问题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
制、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做
好督导“回头看”工作，要加强领导、周
密部署、压实责任，聚焦重点、突破难
点、整治乱点，精准发力、精准办案、精
准施策，突出高位推动、突出线索审
查、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重心下移、突
出依法办案、突出长效常治、突出教育
警示、突出边督边改，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深入开展，以优异成绩向党和
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王国生表示，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组来我省开展“回头看”，既是对我省
整改落实情况全面检查，也是我们深
入查找问题、深化专项斗争的有利契

机。我们要把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任务，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提升站位、
扛牢责任、狠抓落实。要在学习对标
上再深入，把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在持
续整改上再发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深挖根治上再聚焦，不断取得突破
性战果；在宣传发动上再强化，营造扫
黑除恶强大声势。要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全力支持督导“回头看”工作，推进
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赴河南
省“回头看”人员，喻红秋、任正晓、孔昌生、
穆为民、江凌、舒庆、胡道才、顾雪飞以
及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勇）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工作汇报会在郑召开
盛茂林王国生讲话 陈润儿主持

要在学习对标上再深入，把主体责任落
实到位；在持续整改上再发力，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在深挖根治上再聚焦，不断取得突破性
战果；在宣传发动上再强化，营造扫黑除恶强
大声势。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全力支持督
导“回头看”工作，推进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压实责任，聚焦
重点、突破难点、整治乱点，精准发力、精准办
案、精准施策，突出高位推动、突出线索审查、
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重心下移、突出依法办
案、突出长效常治、突出教育警示、突出边督
边改，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以优
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详见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