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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2020年10月10日至2020年10月23日
郑政经开出〔2020〕021号（网）土地，位于航海东路

以南、经开第二十三大街以西，使用权面积为2026.62平
方米，竞得人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郑州石
油分公司，成交价为8507万元。

2020年10月30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编者按

《经济日报》昨日
以《郑州都市圈打造
区域增长极》为题刊
发文章，聚焦郑州都
市圈建设。本报今日
予以转发。

交通互联互通 产业分工协作 生态共保共育

郑州都市圈打造区域增长极郑州都市圈打造区域增长极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子佩杨子佩

施工中的郑济铁路郑州黄河
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朱 祥 摄

党建引领聚合力
红色物业谱新篇

“现在物业比以前负责多了，规范了车位、新增了电动车
棚……”中原区计划路社区 191号院张阿姨见证了红色物业
带来的新变化。集中攻坚行动以来，中原区持续深化党建引
领红色物业工作，将基层党建与社区物业、群众需求有机融
合，着力破解社区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切实增强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

坚持党建引领，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等民主决
策机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区域化党建工作，推动物业公司积
极参与，解决活动场所、文明养犬、电动车充电等重难点民生
问题。秦岭路街道电新街社区党委联合物业通过召开居民座
谈了解居民需求，为热电厂幼儿园设置家长通道，在棉西8号
院增设非机动车充电桩。

加强物业项目党建联建，发挥各党组织统筹协调作用，推
进物业企业组织、工作双覆盖，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同
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航海西路街道通过“亮身份、定岗
位、作承诺”的有效机制，为党员和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发挥
作用提供契机。在党组织的统筹安排下，先后联合社区党委
开展了“垃圾分类小手拉大手”“我给小鸟安个家”等各种特
色活动，促进了广大党员对承诺和宗旨的实践，在小区内形成
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多方联动，提高居民办事效率。邀请物业、业主委员和物
业公司负责人列席社区“两委”会议，搭建多方联动沟通平台，
对群众反映的安全隐患、饲养宠物、物业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现
场联系协调给予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及时跟进。中原西路
街道在小区内推行“全能管家”式服务，将社区党委、业委会、物
业等各方纳入到小区治理服务平台之中，共同为居民解忧。

加强物业规范管理，注重服务品质，与业主签订委托服务
合同，对物业企业和业主行为予以明确，并对物业服务人员进
行岗前培训，为居民提供更优质服务。物业对居民反映的问
题建立台账，并制定整改措施，落实相关责任人，改进提升服
务质量。建设路街道阳光新苑长城物业公司践行“五承诺”标
准（承诺做到全天候服务、专业化管理、透明式操作、一站式服
务、亲情化服务），为小区居民打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李绍廷 冉安伟

余位查询 停车诱导 无感支付 先离场后付费

我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试运行

2020万个停车泊位一键导航万个停车泊位一键导航

与朋友聚餐，不知道饭店附近有没有
停车位，花 20分钟才找到一个停车位；用
餐后去开车，排队缴费再花20分钟……这
样让人叫苦不迭的经历，对大多数车主来
说一定不陌生。

以后，市民通过郑好办APP智慧停车
功能，就能实现郑州市区约20万个停车泊
位信息的实时查询并一键导航。

记者点开郑好办 APP中的智慧停车
板块，输入“郑州市博物馆”，屏幕上的地
图即显示着所在位置、附近的停车场，以
及每个停车场的剩余车位数、具体路线、
收费标准等信息，对于不熟悉路线的人来
说，停车能节省下更多的时间。

待记者将车辆停入车位后，停车场管

理员用手持 PDA 进行登记。20 多分钟

后，车辆驶离停车位，随即，手机上收到一

条抬头为“郑州政务信息平台”发送的短

信，显示该车辆于某日某时驶出某停车

场，停车时长 21分钟，欠费 4元，同时，郑

好办 APP智慧停车中也显示了一条待缴

费记录。

据悉，郑州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

于2019年 10月份全面启动。已完成全部

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和近700家的经营性停

车场的接入，共计约 20万个泊位，已为市

民提供路内停车泊位停车支付近36万笔，

提供停车场余位查询及导航近 20 万人

次。现阶段为试运行阶段，11月中旬平台

转入全面运行期。

可先离场后付费可先离场后付费

在郑州，节假日，特别是用餐黄金时

段，一些大型停车场临时车辆相对较多，

车辆出场有时需要排队缴费，甚至会要求

车主关注企业公众号才能自助缴费……

以后，在郑好办 APP中绑定车牌，就

能实现自助离场收费，当停车场数据完全

接入、高位视频普及、全市打通统一的支

付通道后，郑州市区将实现“一码付”“无

感支付”，车主无须停车，驶离停车场后，

系统自动扣费。

在管城区二里岗与金城街交叉口附

近的路内停车泊位，装有高位视频设施，

车辆停车、计时、离开都有摄像头记录着，

停车信息会自动发送至车主手机。

先离场后付费，如果车主一直不缴费

该怎么办？

“只要是平台内的停车泊位，下次无

论去哪再停车时，都会有欠费记录提醒，

管理员也会提醒。”管城区停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但目前还没有更多强制措施，

不过参考其他城市经验，今后将会采取收

取滞纳金、处罚、影响征信等方式解决欠
费问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近日，细心的郑州市民发
现，郑好办APP上出现了智慧停车板块，什么是智慧停车？能引
导大家不乱停车吗？能方便、快捷缴费吗？

10月 29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记者从通
气会上获悉，郑州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进入试运行阶段，可为市
民提供余位查询、停车诱导、无感支付、先离场后付费等服务，从
而起到缓解停车难、根治乱收费、减少乱停放的效果。

昨日，市动物园鸟语林“自产”的4只即将满月的美
洲红鹮宝宝与它们的“长辈”正式与游客见面，幼鸟与
成鸟相似的身形、迥异的毛色，诠释了“鸟”大十八变的
故事，令人啧啧称奇。据了解，这是市动物园红鹮家族
首次“添丁”。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摄

我市又一身边好人
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通讯员 王博）10月 29日，中央
文明办举行网上发布活动，发布 2020 年 8 月至 9 月“中国好人
榜”。来自郑州市二七区的身边好人徐杰荣登“中国好人榜”。

“中国好人”是从广大网友举荐、各地文明办审核推荐的候选
人中，经过网上展示、网友评议、专家评审产生的，是群众身边助人
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先进典型。

截至目前，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共宣传展示69000余名候
选人先进事迹，发布133期“中国好人榜”，14246名身边好人光荣
上榜。郑州12年共产生106名“中国好人”，位居全国、全省前列。

2020年以来，郑州共有三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他们是：21
年坚持无偿献血，家庭献血量全国第一的杨予军家庭；主动请缨、
带领援鄂医疗队连夜进入江汉方舱医院的赵松；21年照顾邻里如
一日，热心公益、不图回报的徐杰。

停车场拒不接入平台将受罚停车场拒不接入平台将受罚

“我是某商场会员停车能优惠，用了智

慧停车平台还能享受优惠吗？”“当然可以。”

据介绍，停车场的计费规则和收入都归停车

场管理方，平台只是整合了所有的停车资

源，并打通了支付渠道。郑州市智慧停车平
台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旨在建设全市停车

资源一张网，实现全市停车资源的整合、共

享及调度。

据了解，在智慧停车平台建设期间遇到

了许多问题，其中对平台建设造成关键影响

的是经营性停车场的接入问题。截至目前全

市还有约 400家经营性停车场仍未接入智慧

停车平台。市城管局于 9月 27日对 20家拒

不接入的大型停车场责任人进行了约谈。各

区（管委会）城市管理部门也根据《郑州市停

车场建设管理条例》对约谈后仍拒不接入的

停车场进行了调查取证。二七区、中原区先

后于 10 月 10 日和 14 日对郑大一附院停车

场、中原万达地下停车场进行了联合执法，并

下达了行政处罚通知书。

下一步，市城管局将组织各区（管委会）

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对仍拒不接入停车场

的依法严格处理，不断完善全市智慧停车这

张网，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

市动物园红鹮家族首次“添丁”

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将郑州都市圈作为支撑引领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以完善规划体系为引领、以体制机制创新
为抓手、以交通互联互通为先导、以产业分工协作为关键、以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保障，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郑州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发展、城镇化发展和文化引领发展着手，协同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共同
推进郑州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日前，河南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开
始铺轨，该铁路南端以京广高铁许昌东
站为起点，贯穿中原城市群郑州—许昌
产业带核心区域，最终进入郑州机场综
合交通换乘中心。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将郑
州都市圈作为支撑引领中原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以完善规划体系
为引领、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以交
通互联互通为先导、以产业分工协作为
关键、以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保障，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自 印 发《郑 州 大 都 市 区 空 间 规 划
（2018—2035 年）》以来，河南陆续审议
通过《都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2020 年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作
要点》等 5 个文件，坚持以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为龙头，协同开封、新乡、焦
作、许昌共同推进郑州都市圈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

“以支撑引领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国
际化发展为目标，加强与周边城市联动
发展，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
极。”郑州市副市长吴福民介绍，郑州正
在从着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水
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发展、城镇化发
展和文化引领发展 5 个新优势入手，努
力把郑州都市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化都市圈。

区域交通一体成型

为发挥综合交通体系在郑州都市圈
一体化发展中的先行作用，突出核心带
动，河南对郑州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
路、郑开城际延长线、郑州至许昌市域铁
路等项目建设再次提速，并进一步加密郑
开、郑焦、郑机城际开行车次，建成了开港

大道、许港大道等一批城际快速通道。
推进交通互联互通是都市圈发展的

基础，河南着力强化郑州国际门户枢纽
功能，提升辐射带动能力，以增强都市圈
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为重点，织密网
络、优化方式、畅通机制，积极构建外畅
内联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国道 234 焦荥黄河大桥建成，太焦
铁路年底通车，正在推进国道 207孟巩黄
河大桥、焦温快速通道南延黄河大桥等项
目。”焦作市市长徐衣显介绍，焦作在融入
郑州都市圈上迈出坚实步伐，谋划的“郑
州市区—嵩山—陈家沟—嘉应观—焦作
市区—云台山”新的东、中、西三线轨道交
通，正加快构建郑焦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同时，河南正研究制定支持郑开同城
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启动编制郑开同城化
发展规划，按照“推进郑州与开封同城化，
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探索设立
郑开同城化发展先行示范区，创新规划、
土地、要素、财税、公共服务等领域同城化
发展，为郑开同城化发展探索路径。

产业发展统筹推进

“围绕构建错位竞争、有序发展的都
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体系，加快飞地经济
发展，建立飞入地与飞出地财税分成、利
益共享机制。”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
雄介绍，河南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整合
和优化配置，以跨区域线性基础设施工
程和产业园区开发为重点，实施郑开双
创走廊、开港、许港等重点产业带工程，
加快打通郑开科学大道、开港大道等产
业带主轴线，抓好郑州龙子湖智慧岛智
慧化工程、白沙科学谷综合开发等沿线
产业功能区建设。

以重点产业走廊为主体，河南围绕

下一代信息网络、汽车整车制造及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大数据
等重点产业，加快推进产业链高端化、
现代化、完整化。

“持续补链、延链、强链，不断提升产
业链水平，力争通过3年至 5年的努力，打
造 6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目前智能电
力装备产业集群已达千亿元级，节能环保
产业集群纳入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工程。”许昌市常务副市长赵
文峰说，许昌把郑许一体化发展作为龙头
工程，坚持立足许昌、对接空港、发挥优
势、错位发展，积极融入郑州都市圈建设。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创新链提升
产业链，新乡市以创新平台、孵化器、加速
器、专业园区“一台两器一园”的“121”模
式，推进 13个先进制造业专业园区建设，
以营业收入增速连续 3年保持 25%以上
的迅猛态势融入郑州都市圈。“推进郑新
高新技术产业带、沿黄绿色产业带建设，
构建郑新一体化产业架构，推动郑新产业
既有垂直分工，又有水平分工，实现错位
布局、融合发展。”新乡市市长王登喜介
绍，新乡从优化创新布局、提升创新能力、
抢占创新高地、培育创新生态 4个方面入
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近年来，开封以纳入郑州都市圈的
郑汴港核心引擎区为契机，不断强化文
化休闲与国际交往功能，大都市圈的特
色服务中心正在逐步形成。”开封市市
长高建军介绍，开封提出要打造黄河岸
边的世界历史文化名都，建设郑州都市
圈的文化中心。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以沿黄地区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为牵引，以统筹推进五大生态系

统建设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协同建设保
护机制为抓手，河南印发《郑州都市圈生

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20—2035年）》，加

快构建与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相适应

的生态环境支撑保障体系，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不断

优化都市圈内水资源统筹配置。

“为持续改善都市圈生态环境质量，

河南启动了郑州花园口、开封黄河大堤等

4条黄河生态廊道示范段建设和西霞院水

利枢纽及输水灌区、小浪底南岸灌区、赵

口引黄灌区二期等水资源调配工程，以静

脉产业园建设为抓手，统筹优化调整都市

圈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布局。”何雄说。

“下好生态保护先手棋，焦作贯彻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治、建、调并

举，全面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生态建设水

平。”徐衣显说，焦作把握区域协调发展、联

动发展大势，提出并推动云台山、嵩山联动，

着力建设区域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带。

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协调示范区，进一步完善

黄河、森林、绿地、湿地等生态屏障，共建美

丽生态，打造都市圈生态文明示范区，真正

让美成为郑州都市圈西部的鲜明特征。

河南紧紧抓住重大项目建设促投资

稳增长的牛鼻子，扩大有效投资，按照可

开工、能见效、强支撑的原则，谋划实施包

括黄河鲲鹏服务器及 PC 机许昌生产基

地、焦作蛮蛮云大数据产业园、河南省检

验检测产业园等在内的 2020年郑州都市

圈建设“十大重点工程”，力争全年完成投

资 980亿元以上；河南还通过支持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课程互选、

学分互认等方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并加强都市圈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探索建立区域信用一体化示范区，促进都

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