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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资源、通达海外，郑州国际化商都建设进程中，经开区蓄势待发

势起东南隅 启程未来地

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国际新城媒体论坛圆满落幕
□记者 程昭华 文 白周峰 摄影

赵爽：
经开区需从城市运营的角度
进行整体“包装”

核心提示 | 2016 年，十三五开
局之年。郑州国际商都规划，插翅并
起。作为郑州乃至河南对外合作交
流最为广泛的区域，位于郑州东南的
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打造又一个河南对外开
放的窗口。
6 月 4 日，
“势 起 东 南 启 程 未
来”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国
际新城媒体论坛在郑州经开区青少
年科技馆隆重举行。行业学者、专家
齐聚一堂，带着期望与建议，共话国
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定位和未
来发展路径。

时间：
6 月 4 日 14:00-18:00
地点：
郑州经开区青少年科技馆
主持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研究学者 李晓峰
嘉宾：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
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 王义民
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国立
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保盈
海马郑州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李红征
康桥地产集团总裁助理 余合
克而瑞（中国）河南区域总经理 赵爽

耿明斋：经开区将成为郑州崛起进程中的热土

说起中原未来的发展，中原
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可谓看
得透，道得明。在论坛上，耿明

斋做了《中国发展新阶段与郑州
一。
的都市化进程》主题演讲，他认
耿明斋看好经开区的另一
为，十三五期间，经开区将成为
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衔接支点作
郑州崛起进程当中的热土。
用。
未来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要
他认为，城市化发展到了现
素是什么？答案是创新。耿明
在阶段，无论是多城合一还是全
斋认为，没有创新，其他要素都
域城市化，都需要依托经开区这
难有稳定的支撑点。
样的衔接点作为支撑，获得高效
“日前我做的一个研究表
运行并降低成本。
明，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围绕
“未来郑州将呈现出一种
中心城市的县级市增长速度最 ‘圈子’模式，处于扩展核心的经
为惊人，同时又最具创新性。”他
开区，城市功能可以更为自由地
认为，在目前城镇化水平较低的
依托自身特色来完善。”耿明斋
情况下，未来十五年，郑州周边
表示，比如滨河国际新城海绵城
区域将快速进入城市化，而在这
市和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布
个过程中，依托主城区的经开区
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托人
以及区内滨河国际新城地块，必
口的聚拢，其重要作用就会慢慢
然会成为郑州发展的聚焦点之
显现。

张保盈：经开区有六大新机遇

大郑州的发展有目共睹，
处于郑州国际化关键节点的经
开区发展同样令人瞩目。今年
1-6 月份，经开区多项数据在郑
州乃至河南名列前茅。九鼎德

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保盈表示，这些成绩对经开区来
说可谓实至名归，而未来经开区
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经开区优势明显，但有些
问题也需提前解决。”一开场，张
保盈就指出经开区未来将存在
的矛盾。他认为，经开区现在需
要解决中心城区与物流、生产区
与居住区以及制造业业态和休
闲体系之间的三大矛盾。
“ 只有
妥善协调这些内容之间的矛盾，
让区域划分更加优化，才能让产
业发展和人居环境之间协调建
设。”
相 比 其 他 区 域 ，张 保 盈 坦
言，经开区还有很多可把握的发
展机遇。
“ 大企业的财务公司往
往立足于产业上下游，经开区就
具备建设产业链金融中心的潜

质。如果滨河国际新城能为类
似的产业金融提供一定支撑，就
会形成凝聚效应，让大型集团的
产业金融依托滨河国际新城得
到释放。”
同时，张保盈还非常看好经
开区高新技术研发和国际路港
中心建设上的前景。滨河国际
新城涉外的独特属性，有利于国
际研发资源的交流与交换，他认
为应抓住优势设立符合产业需
求的技术研发中心，通过产业带
动，
形成中心效应。
此外，他还在新能源应用、
人才培养、标准化货物、物流管
理中心等方面给予经开区建
议。
“抓住机遇，经开区就可能成
为全国需求的中心，这将大大增
加经开区的区域价值与发展潜
力。”

一个区域的发展情况如
何，房地产价格，往往是标签性
的解读。在论坛现场，克而瑞
（中国）河南区域总经理赵爽通
过数据分析，分享了目前郑州
以及经开区的房地产市场的实
际情况。
“从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
今年出现了不小变化。”赵爽解
读，今年 1-5 月份，郑州市全市
供应为 420 万平方米，仅为去年
全年数据的 30%，但是成交量
却达到去年住宅总量的 50%，
并有望在今年突破千万平方米
成交量。同时前 5 个月的平均
去化率也达到 76%，说明整体
住宅市场发展健康。
从郑州八大区的情况来

看，虽然在供应和销售额上，经
开区的排名并不靠前，但在价
格上则居第四位，其土地成交
均价则进入前三，
攀升明显。
赵爽认为，经开区销售少
是因其开发强度低，而价格较
高则因经开区承接资源的优势
能力。
“ 该区域今年土地供应将
达到一个峰值，会迅速带起区
域建设的速度。”
对于经开区未来土地以及
房价的走势，赵爽则认为，随着
经开区的认知度不断提升，会
成为房产开发以及消费者关注
的热点区域。
“不少消费群体对于经开
区 的 认 知 度 还 很 低 。”赵 爽 表
示，目前经开区对区域优势的
推广不足，很多普通大众对该
区域并不了解，投资、买房都处
观望状态。
而事实上，经开区除了具
备区位优势、未来国际化优势、
产业消费力优势外，新区域的
科学合理规划，带来的是与产
业相匹配的宜居感。她建议，
经开区需从城市运营的角度进
行整体区域的包装和推广定
位，并考量东区外溢客户的需
求。
“ 随着郑州新格局的逐渐形
成，经开区将成为郑州市新的
投资热点中心和焦点区域。”赵
爽说。

李红征：
滨河国际新城
是消费需求释放的良好平台
经开区的房地产，对于开
发商来说意味着什么？海马郑
州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李红征表
示，经开区尤其是滨河国际新
城的规制设计符合未来城市发
展 方 向 。 其“ 承 上 启 下 ”的 特
点，
起到的也不仅是桥梁作用。
他认为，作为我省唯一的
外事用地区域，即使在经开区，

滨河国际新城也显得很“国际
化”，海绵城市理念的推进、综
合管廊等基础建设，都为中央
休闲区的定位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东区、港区以及经开三区
域产业建设所拉来的消费力，
必然也将在滨河国际新城这样
的高价值土地上得以释放。

余合：
经开区的绿化率
和生态价值观很难得
最早进入滨河国际新城区
域的康桥集团，对这块区域的
投资热情仍在不断加大。谈起
缘由，康桥地产集团总裁助理
余合坦言，三城核心的区域优
势和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最具
吸引力。
“相比其他卫星城，滨河国

际新城无论地理还是交通，优
势都更为明显。”他表示，周边
产业带来了客源支撑，无需进
行大量人口导入，更关键的是，
该片区起点较高，低容积、海绵
城市、共生城市的特点，也预示
着高生活品质将会带来的巨大
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