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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携手发展加速
打造“科创智城 生态乐谷”

新密作为伏羲文化的发源地，是华夏文明之
源、山川秘境之城，同时，新密作为郑州大都市区
传统产业高地，是郑州大都市区西南组团发展的
核心组团，综合实力雄厚，交通区位优越，百公里
经济圈可辐射洛阳、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
山等城市。

近年来，新密市抢抓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的战略机遇，紧紧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的目标，紧扣郑州“西美”的功能定位，按照“融入
郑州、对接空港、创新驱动、持续转型”的总体要
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开放创
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美
丽经济体系，实现了资源型城市的成功平稳转型，
跃居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工业经济、营商
环境、城镇化质量、全面小康指数等 6 个百强县
（市），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和发展质量、规模水
平、结构效益、潜力活力、民生幸福评价等多项指
标均居全省县（市）前五位。

新密市作为资源型城市，传统产业基础雄厚，
新型耐材、煤炭、造纸、建材等传统特色产业优势
明显，但要想走出资源依赖的瓶颈，实现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实施“新旧动能
转换”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密市政府和
新密产业新城联手推动的新密市“新旧动能转换”
项目——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应运而生。

新密产业新城自 2017年 12月签约以来，本着
“尊重生态本底”的原则，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
特风光，注重全面共享的生态环境，精心编制了城
市概念规划、空间规划及产业发展规划，以“科创
智城、生态乐谷”为总体定位，秉承“以产兴城、以
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打造

“产业高度聚集、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
产业新城。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三大产业集群，助推新密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培育新密产业新形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密产业新城两年间跑
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
度，成为新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先进制造基地的
重要载体、丰硕成果，离不开新密市委、市政府的
悉心指导、倾心帮助、全心支持。2018年 5月，新
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正式成立了“新密
产业新城建设指挥部”。指挥部履行产业新城管
委会职能，具体负责组织协调产业新城建设推进
工作，设有项目服务部、规划建设部、土地管理部、
征迁安置部、财政审计部、综合办公室，为产业新

城入驻项目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新密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红伟在

致辞中表示，高质量发展是新密市未来经济社会
发展的工作主线。新密市将以正在开展的“见到
一个人、办成所有事”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为抓
手，充分发扬“店小二”精神，尽心尽力做好项目全
程服务保障工作。他希望新密产业新城坚持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以资本驱动为引擎，打造高端产业
发展的引领区、新型城镇化的先行区和生态宜居
的示范区，早日建成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富有想
象力和创造力的科技中心、智能园区，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样板，为助推新密加快建成全省乡村振兴
标杆、郑州西部美丽“大花园”做出应有贡献。

海纳百川智汇新密
助力新密智能制造产业升级

作为新密市第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示范项目，
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紧邻郑少洛高速新密西出入
口，距该出入口仅百米，交通优势明显、战略位势
突出，是集投资服务、企业孵化、科技创新、研发生
产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园区，是促进经济结构转
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

体，承担着新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任务。

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现已引入工业智能控

制、机器人及工作站、无人机、关键基础零部件等

领域具有高科技附加值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

科技企业，为新密产业发展导入新动能。新密智

能制造产业港一期已转换闲置厂房 17600 平方

米，成功引入科泰丰、鼎健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鼎健通信）、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

限公司等一批科技型企业进驻。

科泰丰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为一体的专

业显示屏生产厂商。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手机 MID 镜片、摄像头镜片、

3D触摸屏、纯屏触摸屏，是国内外知名手机生产

企业的配套商。科泰丰新密项目总投资 7亿元，

在 新 密 建 设 手 机 屏、防 眩 抗 反 射（Anti-Glare
Glass）AG玻璃以及各种通信设备的电子元器件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中心，项目先期入驻产业港

10000平方米厂房，自装修启动以来，仅用时一个

月就完成了厂房装修和设备调试工作，目前项目

已正式投产。

鼎健通信无人机产研中心项目，助力新密实

现无人机产业零的突破。鼎健通信是一家集信息

通信设备开发维护、多旋翼和固定翼无人机研发

制造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 10 余项无

人机智能控制领域专利技术，在无人机领域具有
独特技术优势，市场涵盖交通运输、信息通讯、农
林植保、军工、电力巡线等多个领域。自 2019 年
11月 1日签约入驻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以来，仅
用时一个月，项目就完成产品展示区、研发办公区
和生产区装修建设改造工作，目前已正式投产，预
计年底将实现 350余架无人机的生产目标。

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
专业O2O园区运营服务商，旗下拥有“博济科技
园”“创客邦”“‘O’Park 创业中国”三大强势品
牌。11月 29日上午正式启动的火炬孵化·新密联
合孵化中心，目前已签约 4家企业，并与坐落在新
密市的郑州城市学院联手，将新密联合孵化中心
共同打造新密创业青年的聚集地，双方将在大学
生创业与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开展多层次、深领域
的合作。火炬孵化将依托于产业新城内企业的
用工需求，对接城市学院的对应专业学生，将园
区打造为城市学院校外实训基地；另外，火炬孵
化将依托现有空间，为城市学院大学生创业提供
大力支持。

火炬孵化“海纳计划”（海归高层次人才对接
会）活动，云集政府、投资机构、高层次人才、市场
等多种资源，11月 29日上午在当日开园的新密联
合孵化中心举办的“海纳计划”路演活动现场，共
邀请到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的
13位智能制造相关领域行业的海外专家，13位海
外专家在活动现场依次向与会领导和企业代表展
示关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高科技项目，
并且现场与企业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探讨项目
发展的趋势和合作方向。本次对接会的举办，架
起了新密政企与海外高端人才沟通和交流的桥
梁，汇聚全球智慧，助力新密智能制造产业升级。

11 月 29 日上午，与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开
园、火炬孵化·新密联合孵化中心启动同步推进
的，还有五大产业项目的集中开工。开工项目之
一的河南省煤科院耐磨专用设备生产基地项目，
由河南省煤科院耐磨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这是由
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控股的一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在国内耐磨技术领域市场份额占据 80%
以上，在同行业中排名第一，拥有 19 项发明专
利，15 项实用新型专利，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激
光熔覆、等离子熔覆、冷金属熔焊等多项再制造
关键技术。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未来，新密智能
制造产业港二期蓝图已绘就，躬行正其时。我们
有理由相信，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必将培育出一
大批优秀的科技创新类企业，成为创业者的“欢乐
谷”，成为新密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助
推器”。 刘文良 张子静

作为优秀的产业新城运营

商，华夏幸福近20年来专注于产

业新城的开发建设。截至 2019

年 6月底，资产规模超过4500亿

元，拥有约4600人的产业发展团

队与自主创新的大数据招商平

台，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强

大的招商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解决方

案。华夏幸福郑州区域事业部于

2016年3月成立，迄今为止，在郑

州都市圈已布局武陟、新郑、长

葛、获嘉、新密、祥符6座产业新

城。经过3年的发展，产城建设成

绩斐然，已签约企业近300家，其

中，高新企业占比超过1/3，有效

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今年12月，新密产业新城将

迎来正式签约两周年。短短两年

间，在新密市委、市政府和新密产

业新城建设指挥部的关怀、指导、

支持下，新密产业新城应和着新密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节拍，

跑出了加快新密产业结构升级、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度”，成果

丰硕，业绩骄人，已成功引入13家

优质企业，达成近60亿元签约额，

河南省煤科院耐磨专用设备生产

基地、深圳科泰丰电子有限公司

（简称科泰丰）、韩国多瑀智能制

造、英盛新材料等一批投资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相继落

户。在新密产业新城签约两周年

即将到来之际，11月29日，以新密

智能制造产业港开园，入园重点企

业投产；新密产业新城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签约；火炬·新密联合孵化

中心启动；新密产业新城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海纳计划”国际人才对

接交流会等五大活动同日开启为

标志，新密产业新城向两周岁生日

交上了成绩优异的答卷。

新密产业新城签约两周年
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新密智能制造产业港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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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人在路边走宛如逛公园
经开区朝凤路和凤河东街综合改造提升完成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通讯员 李磊

在城市，走着走着“误入公园深处”，应该是一种绝妙的行路体
验。11月 30日，记者来到经开区朝凤路和凤河东街，赏心悦目的绿
色植物、干净整洁的街道，规范有序的行车环境，公园园景与城市街景
互相融合，达成“人在花中走，车在花中行”的效果。

据悉，为落实全市改进城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会议精神，
经开区精细化管理服务办公室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打
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场景】走在城市道路如在公园行

翠竹做围墙，碧草鲜花做点缀，配上折弧式游步道，曲折设置，
形成各个大小形态不一的绿岛，再通过微地形的营造，使游路半隐
于绿地之中。

绿地上装饰奇松异石、盆景植被、四季鲜花、沙石竹林，这样的景
观组合够不够养眼。别急，还有，人行道与绿带之中还采用纯天然石
子与“荧光石”相结合，夜间形成游路繁星点点般自发光效果，闪烁飞
舞中感受温馨浪漫气息。

车在绿中行，人在画中走，惬意！这不是在公园，而是在经开区的
一条路——朝凤路(航海路—经南五路段）。

在经开区，这样的道路不只一条。凤河东街亦如此，这条新修
的街道，从以民为本、文化融入等方面入手，通过增加配套基础设
施、设置文化主题小品和市民休息小站，实现公园园景与城市道路
完美结合，马路与草坪、林木相得益彰，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一个休
闲绝好去处。

【背后】城市管理工作“精中求精”

经开区这两条道路如何成为“画中路”？
据介绍，全市改进城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会议日前召开，

会议明确了“三项工程一项管理”等四项重点工作，其中城市精细化管
理是重要内容之一。

经开区精细办按照郑州市精细化管理服务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严
格落实“四化”工作：即以“序化”保畅通，确保城市交通规范有序；以

“洁化”促提质，确保城市环境干净整洁；以“亮化”增颜值，确保城市流
光溢彩；以“绿化”美环境，确保城市生态宜居。

具体到落实中，经开区精细办通过对航海路至经南五路进行主路
面修缮、沿线人行道改造、周边广场铺装、绿化提升、配套公交站亭、果
皮箱等设施，同时梳理道路沿线弱电线路，实施弱电入地工程。在路
段提升改造中，还将原破损、龟裂路面重新进行沥青路面，达到降尘降
噪的效果等。

同时，在原来道路绿化提升基础上，整合闲置空地、启明广
场，联通七里河公园、上岗杨遗址公园等，通过拆墙透绿、见缝
插绿、旧办公楼和广场改造等有效措施，把原来脏乱差的环境改
造成了集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为一体的大型景观游园，使公园与
城市街道、周边社区融为一体，打造亮丽的城市风景线、群众家门
口的休憩园，真正做到还绿于城，还绿于民，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这家面馆吃饭不要钱？真有这事！
周边环卫工人午餐、晚餐全包，店老板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图个心里痛快。”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文/图

身边的感动

昨日，市民郜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在
通泰路宏图街有家面馆，从来不对外营
业，专门给周边80多名环卫工人提供免
费午餐和晚餐。

接到市民提供的线索，趁着中午饭
点，记者直接赶往这家饭店。

11时 40分，在兴荣街通泰路口，记
者遇到了3名环卫工人。

“我都在那吃三个月了，开始只有午
饭，现在晚饭也有了，昨天吃的浆面条。”
杨师傅和朱师傅一听记者打探这家面馆
立即来了兴趣。

“我们有一半儿同事是外地人，干
活累一天都不想做饭，这是解决了大
问题。”朱师傅说，现在他们正准备去
那吃饭。

11时 55分，记者来到这家面馆，门
脸很小，室内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空间，摆
放着三张桌子和数把椅子。此时，面馆
门口放着 3个大桶，数十名环卫工人和
一些老人正在排队等待派饭。在打开桶
盖那一刻，随着一股股热气冒出，菜香味
立时在四周弥漫开来。

记者看到中午派送的是肉、白菜、海
带、萝卜、粉条、冬瓜做成的大烩菜，主食

有面条和馒头（如图）。
“这来上一碗，身体就暖和了。”大家

在路边或站或蹲，吃得不亦乐乎。
其间，有多名顾客上门，说看到面馆

在做善事，希望掏钱吃饭，可并未有人接
待。有环卫工人告知说，这里的饭可以
随便吃，老板不收钱。

谁是饭店老板？记者问了多名环卫

工人，大家都表示老板不在。最后，一名
环卫工人指了指旁边一名打扫卫生的男
子说：“他就是老板，不让我们对外说。”

记者随后与这名男子攀谈起来，起初
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后来因为可以通过
媒体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来这吃饭，他才打
开了话匣子。男子自称姓李，今年45岁，
驻马店人，正是这家面馆的老板。

李先生说，他之所以帮助环卫工人，
是因为自己曾遭过难，懂他们。21 岁
时，他曾在浙江开厂生产开关等零部件，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直到做到了国外，可
就在当年一名印度老板突然去世，导致
他一下欠了400多万元的债务。

为了偿还债务，他不得不四处奔
走。有一天，他一早就到浙江慈溪拉货，
到晚上 6点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到一家
饭馆吃饭，因为只要了一碗米饭，舍不得
点菜，被服务员赶出门。而就在四个月
前，他看到一名环卫工人在路边吃饭，特
别心酸，觉得环卫工人不容易。后来，他
听说很多环卫工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有
的除去房租和伙食费基本剩不了多少
钱，就有了为他们提供免费饭菜的想
法。于是，他就在八里庙社区租了个做
饭的地方，又在通泰路租了个小门面，用
于给他们派饭、歇歇脚。

“菜都是我自己买的，一顿饭光肉都
用上六七百块钱，要不然不出味儿，我自
己做自己也吃。朋友中很多人说我傻，
没事不去喝喝茶、旅旅游，净给自己找
事。”按他的话说，做这件事，就是自己喜
欢的事情，图个心里痛快。

男孩街头走丢车长暖心呵护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朱曼洁）工作

中，遇到一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小孩，你会怎么
做？郑州这位公交车长，选择陪着孩子，直到
孩子与父母相见……

1日上午，K97路公交车长陈春雷行车刚
过外运电子大厦站，听到车上传来小孩叫“爸
爸”的喊声，但是并没有人应答。

陈春雷说：“我考虑着小孩是不是跟爸妈走
散了？就在等红灯的时候，赶紧去车厢后面看
看。”陈春雷找到了这名小男孩，可是不管问什
么，孩子都不说。为了孩子的安全，陈春雷把小
男孩安排在前排座位，跟他说帮他找爸爸。

车到终点，陈春雷把孩子带回调度室后，

拿来纸巾为小男孩擦擦鼻涕，又用湿巾给孩子
擦擦手。可能因为陈春雷的温柔，小男孩放松
了戒备，说出了爸爸的电话，陈春雷赶紧拨打
电话联系小男孩的家人。电话一接通，只听家
人焦急地说：孩子已经走丢两个多小时了，一
家人都快急疯了。原来，小男孩今年 8岁，家
人带他在省康复中心做康复。可能因为不喜
欢治疗项目，就偷偷地跑了出来。

车长调取监控看到，小男孩上车的时候就
左顾右盼，但因为紧随其后上车的有不少乘
客，车长误以为有他的家人，就没有留意。40
分钟后，男孩的父母在 K97 路公交调度室接
回儿子，再三向车长表示感谢。

千件冬衣送给困难群众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王聪瑶）12 月 1 日，航空港区妇
联联合该区党群工作部驻大辛庄
扶贫工作队开展“情暖冬日 衣暖
人心”捐衣助贫活动，将 1000余
件捐赠衣物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活动现场，航空港区群众踊跃
参与，纷纷把质量较好、成色较新
的旧衣物捐献出来，巾帼家庭志愿
者们对衣物进行了统一整理，并按
照儿童、成人、男女、薄厚等分类进
行分别打包、标注。12月 1日下
午，巾帼家庭志愿者代表来到冯堂

办事处大辛庄村，将爱心衣物送到
贫困户、低保户群众手中。捐赠活
动结束后，巾帼志愿者还来到困难
家庭的草莓大棚里，体验草莓采
摘，并通过购买草莓的方式帮助困
难家庭增收。

据介绍，近年来航空港区妇
联大力实施巾帼脱贫行动，先后
深入贫困村开展技能培训、关爱
贫困留守儿童、爱心义买义卖、捐
衣助贫等形式多样的扶贫活动，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巾帼智
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