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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大河财立方·上海观察

7月20日~21日，郑州
市党政考察团赴上海考察
学习。河南省委常委、郑州
市委书记徐立毅，河南省副
省长、郑州市市长王新伟带
队，率领市委市政府分管领
导、主要局委负责同志以及
各县市区负责人，人数多、
规格高、范围广，被认为是
近两年郑州出外取经罕见
的高规格，也是河南省地级
市在上海取经罕见的高规
格。

如此高规格，发生在后
疫情阶段，尤其不寻常。河
南日报观察者言：这场从黄
河之滨向着长江之畔奔腾
而来的经贸合作浪潮，在黄
浦江畔风起云涌、气势十
足，引众人瞩目。

黄河与长江，这两条比
肩的母亲河，同起源于青海
腹地。长江全长6300余公
里，比黄河长800余公里，
流经11省、自治区、直辖市，
流域经济发展亦领先于黄
河。上海，位于长江尾，但
以往更多是沿着东海的海
岸线横向辐射长三角区域，
其中因地之缘，因着昆山至
苏州再至南京，使得江苏在
实际上成为前一阶段最受
上海价值外溢的发展高
地。从这一维度跟踪的人
们，因此并不惊讶7月16日
发布的科创板上市企业数
量榜单，江苏以 25家居榜
首，领先排位第三的浙江14
家。此前科创板外，只见浙
江唱大戏，以至民间有戏
言：“哪里还是江浙，不过剩
了浙江而已。”上海证券研
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蔡钧
毅向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指出，从科创板的热潮可
以看出，现在处于长三角迄
今为止最高级别的“腾笼换

鸟”阶段，一些先进制造业也将
从上海乃至长三角被进一步转
移出去，以加大发展更高级别
的“硬科技”。其他区域的发
展，在同步发展数字化经济的
同时，仍然可以在这其中抢先
承接适宜的先进制造业。

作为郑州本次考察活动的
“重头戏”，20日在上海举办的
郑州市“长三角区域合作”市情
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共
签约项目37个，投资总额达到
1067.7亿元，其中世界500强
项目5个，涵盖了先进制造、科
技研发、总部经济、现代商贸、
现代物流等领域。

新格局，新中心

但，郑州在上海显然不仅
仅止步于招商引资、承接产业
转移。

据报道，在沪期间，郑州市
党政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分两路
进行，除了高密度安排参观考
察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上海世
邦工业科技集团等沪上企业，
另外，还去了长三角区域合作
办公室、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
合管理中心、虹桥商务区、张江
科学城等单位考察学习。

在双方座谈会上，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说，上海与郑州都
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合作前
景广阔。希望两地加强战略协
同，深化交流合作，在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携手
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郑州市
委书记徐立毅则给出了此行学
习的目标：这次率团来沪，旨在
认真学习上海实施国家战略和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
进一步深化两地各领域合作，
更好谋划推进郑州发展。

在郑州党政考察团到达上

海的十多天前，同处黄海之滨
的城市青岛同样高规格的党
政考察团刚刚走过。青岛市
委书记王清宪称“放大坐标找
不足，提高标准找差距”，并且
表示，国内大循环必然是跨越
南北、东西互济的循环。中央
这次对新的发展格局的部署，
必将更大力度地推动南北、东
西互动，推动整个北方地区在
中国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重
新定位、加速成长。

跃升发展

2016年，郑州与武汉，同
时作为中部地区的首批国家
中心城市。2017年郑州市党
政考察团出省至成都“取经”。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
（2019）》显示，在9个国家中
心城市中，郑州、西安处于第
三梯队，与第二梯队的成都、
武汉在生产总值上差距四五
千亿元，与第一梯队的上海、
北京、广州差距则更是拉大至
几倍。

但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的背景下，在国家战略上已
经并驾齐驱的两大母亲河经
济流域，对于其沿线包括郑州
在内的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长
要求都更加急迫，甚至被期待
跟“老牌”国家中心城市不同
的非常规成长。

今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推进
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推进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
展，强化西安、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的带动作用，发挥山东半
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推动沿黄
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

眼下，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这一定位明显被加大了强
度。7月初，围绕郑州中心城
市及都市圈建设，河南先后举
行两场高规格专题会议。围
绕如何加快推进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会议指出，把开
放的大门打得更开，跳出郑州
看郑州、跳出河南看郑州、跳
出中国看郑州，以大视野、大
气魄、大手笔谋划大开放、大
改革、大发展，全方位对接国
际国内先进地区，对接国际市
场规则，以高水平开放迎来整
体气质之变、发展势能跃升。

在上海大胆想象

徐立毅在推介会上表示，
这座城市正在抢抓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
崛起战略叠加重大机遇，全方
位谋划推进新一轮发展，着力
打造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开
放门户、国家先进制造业基
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核心示范区。

郑州市党政考察团本次
取经，非常重要的一站是长三
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据报道，
考察团详细了解长三角区域
合作有关政策措施、体制机制
创新等情况，表示将认真学习
借鉴长三角区域合作“6+2”
制度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
创新机制，加快“1+4”郑州大
都市圈建设。

近年来，上海在三省一市
的合作中不仅打破了行政边
界，更是在实现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共赢基础上，用上海动能
不断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
布局，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增长
极，以更集中的力量共同参与
国际竞争。

眼下，对于一个国家中心
城市来说，不仅仅要“大”，更
重要的是避免过往的“虹吸”
负面效应，增强“辐射”能力，
增强都市圈共同成长的协同
力。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对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这般解
析。他认为郑州、洛阳“双引
擎发展”的顶层设计是一种创
举，很值得期待。

“如果说中国比较其他国
家是相对完整的经济体，能够
在一段时间里自我循环，那么
河南就是当中最为典型的区
域样本。”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研究室首任主任庄崚对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说。在他
看来，河南经济的完整性，之
前并没有被充分看见，自然也
还不被充分预知这样的特征
将给区域发展带来怎样巨大
的影响。

郑州之势

在作市情推介时，王新伟
表示，郑州具有区位交通、人
力资源、历史文化、内陆开放、
产业基础、战略叠加等六大比
较优势。近年来，在中央的关
心关注下、在河南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发展的路子更

清、氛围更浓、势头更强，大交
通、大开放、大产业、大文化、
大生态的城市之势加速形成。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
（2019）》显示，在9个国家中
心城市中，原来处于第三梯队
的郑州、西安和处于第二梯队
的成都、武汉，成长性指数明
显高于第一梯队的上海、北
京、广州和处于第二梯队的天
津、重庆，呈现出发展速度加
快趋势，而广州、重庆、上海、
北京、天津等城市发展趋于平
稳。其中，郑州市的成长性排
名第一。而今年以来疫情之
下，郑州也以自身实力经受住
了考验。

3月，郑州经济指标一
改前两月下降态势，强势反
弹。3月当月，全市规模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4.2%，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5.3和1.7个百分点；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24%，高于
全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383.2 亿元，同
比下降9.6%，降幅分别低于
全国、全省 6.2 和 2个百分
点。3月经济数据反弹回暖的
背后，被认为正是郑州良好发
展之“势”的体现。

在郑州市“长三角区域
合作”市情推介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上，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晓东描
述了上汽的“中原之路”：随
着荣威、名爵新产品不断推
出，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
产销规模快速扩大，为了加
快公司产能建设、满足不断
增加的市场需求，上汽集团
选中中原大地，在郑州进行
产业布局。“上汽来到郑州已
经三年半了，这三年半的发
展历程可以用两个字来概
括，那就是神速。”从正式投
产至今年3月，短短29个月
上汽在郑州已经产销了50万
台荣威名爵汽车，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郑州速度”“上汽
速度”。

上海市浙江商会名誉会
长、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则
说，4月初拜访郑州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变
化。首先是在当地看到了一
批高品质的项目，其次是感受
到了这个城市所蕴含的活力
和精气神，包括整个营商环境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复星希
望可以利用自身的全球化资
源以及相关布局，为郑州引入
更多的好产品，推动郑州在不
同产业都实现高速发展。

作为对营商环境以及发
展机会最为敏感的浙商群体，
其实早在2004年即已成立河
南省浙江商会，成为第一家经
河南省工商联和河南省民政
厅批准成立的河南省第一家
省级异地商会，在这一次郑州
考察活动中，也成为其中最为
抢眼的企业群体。

大胆想象郑州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丘眉

2020年这个夏天，世界在郑州眼中开始改变，它做好了望远镜，架在上海之巅

黄浦江畔的中原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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