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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决胜全面小康 中原更加出彩”
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系列述评之七

现代服务业迎来“黄金时代”
□河南日报记者 高李丽 方化祎 郭戈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十二五”期间，围绕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建设，全省上下精心培育、固本清源，通过加强战略谋划，创

新发展载体，扩大开放合作，强化投资拉动，服务业实现了总量翻番，占比提高，贡献率提升，综合实力
快速壮大，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省委书记谢伏瞻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的目标。他指出：“着眼
提升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顺应产业演进规律、培育新的增长点和长远竞争力的
必然选择。”

从“十二五”期间致力于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到如今提出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从“大”到“强”
一字之差，不仅是对过去5年发展成绩的认可，更是对未来5年发展目标的笃定。

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
衡量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
要标志。

纵观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和
信息化的推动下，全球产业结构
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
型经济”的重大转变，尤以西方
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最为突出。
近年来，美、德、英、法等国服务
业产出比已超过70%，这些曾以
传统制造业闻名的国家，现在经
济发展却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体
和动力源泉。从国内看，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
市，也在走同样的路。

目光转向河南。正在“提速
换挡”、加快发展的现代服务业，
也通过一个个“故事”，不断刷新
着人们对传统河南的印象。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仅电子
商务大厦这一幢楼就集聚了57
家电商小微企业，2015年税收
突破5亿元，超过了全省许多县
域全年的税收总额。一幢楼创
造的税收超过一个县，这只是郑
东新区中央商务区服务业“聚
变”的一个缩影，在这4.7平方公
里的区域内，目前已入驻世界和
国内500强企业68家，金融机
构264家。2015年，全区收入

达408亿元，税收超百亿元，仅
金融业就占了区内产值的半壁
江山。

现代服务业惊人的发展速
度和所释放的巨大潜能对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而
这些都是传统产业所不能比拟
的。

老牌的河南肉类生产企业
众品公司，及早洞悉产业的递进
规律，10年前就开始积极投身
现代服务业，通过设立鲜易控股
有限公司，实施“互联网+生鲜
供应链”行动计划，重点打造了

“鲜易网”和“冷链马甲”两个线
上交易平台，全面改造提升传统
的农牧产业和食品加工制造业，
完成了从企业物流、物流企业到
平台企业的“三级跳”，培育了新
的增长点和长远竞争力。

2015年9月24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河南视察期间专
程到众品调研，对企业通过“互
联网+”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
的发展动能给予了充分肯定。
随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总理更是
频繁以众品为例，强调以大数据
新业态代表的创新理念要和传
统行业长期孕育的工匠精神相
结合，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促进新动能蓬勃发展，传统
动能焕发生机，打造中国经济的

“双引擎”。
“十二五”期间，河南服务业

综合实力快速壮大，内部结构不
断优化，载体建设成效显著，服
务业的综合改革也持续深化。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48万
亿元，年均增长10.7%，占GDP
比重达到40.2%，在全国位次前
移4位。

“金融豫军”崛起，跨境电商
业务“井喷”，特色物流迅速发展
……这些都堪称河南现代服务
业蓬勃发展的“亮色”。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 10.1%，对GDP增
长的贡献率为49.1%，已成为经
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经济转型首先是结构的转
型，从现在来看河南的产业结构
还是‘二三一’，因此必须把加快
发展现代服务业摆上更加突出
的位置，经过几年的努力，到‘十
三五’末使经济结构逐步演进为

‘三二一’。”省长陈润儿指出，发
展现代服务业是提高区域竞争
力的现实途径，一定要将其打造
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推动经济
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现代服务业“提速换挡”

今年“双11”过后，一条不
起眼的消息在河南掀起波澜：在
这场网购狂欢中，郑州大学的学
生共消费3510万元，待收快递
包裹多达8万个，不仅在河南高
校中排名第一，同时也成为全国
最“土豪”的高校。

尽管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
它也折射出河南巨大的消费需
求，展现出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
带来的发展新空间。

意想不到的还有很多。
位于中牟县的郑州国际文

化创意产业园，近期屡屡“抢
镜”，赚足了“眼球”。

围绕“建设国际化、现代化
时尚创意旅游文化新城，打造东
方奥兰多”的发展目标，2013年
至今，这一园区共签约项目68
个，成功引进了华强方特、华谊
兄弟电影小镇、华特迪士尼、海
昌极地海洋公园、王潮歌“只有”
主题演艺公园等一批重大产业
项目落户。截至目前，已建成绿
博园、方特主题乐园1至3期、杉
杉奥特莱斯、海宁皮革城等项
目，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650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0.7亿元，
正在成为省内外发展文化产业
炙手可热的“新名片”。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
的异军突起，让许多地方感到惊
讶，有心人直接向中牟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文创园管委会
主任王朝杰求教：像中牟这样一
个以生产西瓜和大蒜闻名的传

统农业大县，靠什么吸引来迪士
尼、华强集团这样的国内外顶级
服务业“大鳄”？

种种迹象，已让人们感受到
了河南现代服务业崛起的脉动，
仿佛天边滚滚而来的春雷，海平
面上冒尖的桅杆。

发展现代服务业，河南有着
突出的区位优势。

今年8月31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正式批复了《新建郑州至济
南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河南
省“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最后一

“点”终于敲定。在高铁时代，以
郑州为核心的2小时经济圈，将
覆盖600公里半径、4.8亿人口。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的发展，强化了新郑国际机场
的航空枢纽地位，郑州航空港位
于国内三大经济圈地理中心，
2.5小时航空圈覆盖了全国90%
的人口，覆盖全国经济总量达
95%。

2015年，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开通航线171条，其中全货运
国际航线30条，居内陆省份第
一，基本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经
济体的航线网络。同时，以“米”
字形高铁网、中欧（郑州）班列、
国家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和中原
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为基础，
我省还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多式
联运体系，这些都为现代服务业
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河南已进入国家级层面的
六大战略，既有政策支持，也有

真金白银，几乎每个都与河南发
展现代服务业息息相关。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要求
实现集约化、组织化、专业化、社
会化，这为农业服务公司“施展
拳脚”提供了可能：水稻改插秧
为直播，直升机喷药除草，花生
种植全程机械化……中原大地
为农服务市场广阔。

中原经济区的任务之一，是
建设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
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
务业基地。交通枢纽建设与华
夏文化的传承创新，更是现代服
务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
既提升战略地位，提供开放环
境，又加快要素融合。

这些利好正在快速发酵：每
天15.64万个包裹进出河南，通
过跨境电商平台，奔向全球各个
大洲、全国所有省区。全省已有
进口肉类、冰鲜水产、屠宰用牛、
食用水生动物、水果、进口粮食、
种苗和整车指定口岸，数量居全
国第一。

王朝杰透露，发展优势与利
好政策“叠加”，正是服务业“大
鳄”青睐郑州、选择中牟的原因
所在。

河南服务业的“黄金时代”
已经到来。

跨越发展迎来“黄金时代”

我省的GDP连年稳居全国
第五位，但服务业的占比却长期
处于全国后进，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滞后，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
力，也与我省的经济规模很不相
称。

要实现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目标，现代服务业
既有做“大”的压力，更有做“强”
的任务。

使命重大，责任在肩。现代
服务业跨越发展的路该怎样
走？省内一些企业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

被寄予厚望的“金融豫军”，
近年来不断发力、快速崛起——

2014年6月25日，中原证
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河南
走出了“金融第一股”。短短一
年半之后，郑州银行再次登陆H
股市场，募集资金约50亿港元，
成为我省首家登陆香港资本市
场的银行机构。今年11月 25
日，中原证券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正式拿到发行批文，即将登
陆A股市场。

由13家城市商业银行新设
合并成立的我省首家省级股份
制商业银行——中原银行，历经
近2年的发展，以50.92亿美元
的一级资本位列“世界1000家
银行排名”第210位，在国内上
榜的119家银行位居第31位，
彻底告别“小、散、弱”，服务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作为快速发展的领域之一，
河南旅游这张名片越擦越亮。
随着全省全域旅游战略的实施，
从传统景区到以信阳郝堂为代
表的特色村落，带动游客从传统
景区向全市域、全时域、全领域
扩散。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与
腾讯公司开展合作，洛阳龙门石
窟目前已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O2O智慧旅游服务格局。“一
部手机游龙门的新时代自此开

启。”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管
理委员会主任于迎表示，游客只
需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微
信购票、扫码入园、听语音讲解、
体验互动项目。

金融豫军、旅游文化，包括
双汇、众品为代表的公司在发展
冷链物流上作出的探索，为河南
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范本和
支撑，也带来了有益的启迪。

省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转变，向
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
务业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促
进服务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根据这一原则，未来我省将
突出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
现代旅游等产业，推动传统服务
业提升水平，大力发展健康服
务、养老服务等新兴服务业。

“对于河南来说，建设现代
服务业强省，其难点在于人流、
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
汇聚融合。”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谷建全说。换句话说，如
果不能有机融合核心要素，就只
能长期徘徊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日前发布的《河南省推进服
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项行
动方案（2016—2018年）》提出
要突出载体建设，增强服务供给
新支撑，这正是整合现代服务业
核心要素的积极尝试。其中提
出，以产业园区为基地，以骨干
企业为龙头，大力发展服务业

“两区”和专业园区，加快领军企
业培育和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具
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服务业
集聚区。

“力争到2018年，现代服务
业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服
务业质量效率大幅提升，增加值
突破2万亿元，年均增长10%左
右，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为
45%左右，从业人员占比33%
左右。”《行动方案》如是描绘。

“由大到强”路径何在

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
务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智力
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
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需要
大量创新型人才的支撑。而新
经济中个性化、订制化的趋势，
同样必须建立在智慧的头脑之
上。

高端人才严重匮乏，新型技
术人才供不应求，这是现代服务
业发展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
题。我省发展现代服务业，短板
在人才，关键也在人才。

而那些异军突起的现代服
务业“新星”，恰恰是因为人才充
分发挥了主导或催化作用。

众品公司成功地自我革命，
得益于人才团队的强力支撑。
在北京中关村，200多位年轻的
程序员和工程师为鲜易网和“冷
链马甲”高效运转。在鲜易控股
总部的实时监控大屏上，交易数
字不断跃动，要素资源遍及全
球，这些都无声地告诉人们：这
个地处县级市的公司，为何能傲
立于产业链的顶端。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从
立项到建成，更是智慧碰撞与

融合的结晶。如今，郑州航空
大都市研究院已在郑州挂牌成
立，航空经济理论奠基人约翰·
卡萨达教授受聘为该院院长，
成功引进了83位知名专家前来
任职。当“临空经济”让人觉得
曲高和寡时，是人才让河南占
得了先机，同样高端专业人才
的集聚，又为航空港的长远发
展埋下了伏笔。

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这一
目标，既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出发
点，亦是发力人才强省战略的又
一支撑点。省教育厅副厅长尹
洪彬认为，我省应立足已经形成
的职业教育优势，从被动发现人
才转向主动聚集培养人才，从满
足当前需要使用人才转向着眼
未来竞争培育人才，以人才优势
推动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做
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细流，无以成江海。”

提高重点突破的频度和强
度，增强带动全局的幅度和力
量，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河南现
代服务业才能通过成长的磨砺，
创造涅槃的辉煌。

人才“瓶颈”亟待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