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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兴城、产
城融合的发展之
路，让郑东新区构
建起稳固的产业
体系和强健的内
源性增长。

自 2003 年 1
月启动开发建设
以来，郑东新区先
后完成了“三年出
形 象 、五 年 成 规
模、十年建新区”
的目标，累计完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2200亿元，建成区
面积近100平方公
里 ，入 住 人 口 超
100 万，成为展示
郑州市、河南省乃
至中部地区城市
建设的窗口和名
片。

2013 年，郑东
新区新增政府性
贷款和新增资本
市 场 融 资 134.08
亿元，用于搭建融
资服务平台，为企
业提供高效便捷
的金融服务，使高
端商贸业、总部经
济、创意产业、会展经济等
产业竞相发展。

目前，该区四星级以
上酒店达 18 家，客房总数
占郑州市的一半。商都路
商圈、CBD商圈日趋成熟，
累计建成丹尼斯七天地等
9 家大型商业网点。中华
粮网等 10 余家企业先后
落户，郑东新区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呈现加快聚
集态势。国家专利审协河
南中心正式入驻运行，国
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也已
申建成功。

截至目前，区内已集
聚47家世界500强企业和
57 家国内 500 强企业。20
栋税收超亿元的楼宇和38
栋税收超千万的楼宇林立

于 CBD、金水东路
沿线，初步形成了
楼宇经济集聚带。

“金融工作是
重中之重，是郑东
新区一切工作的
着力点，今后要从
进一步完善政策
体系、集聚要素平
台、延伸金融产业
链条、推动金融创
新、优化信用环境
等方面重点推进，
郑东新区将加紧
优化提升商业、生
活等配套服务功
能，从根本上解决
金融高管及从业
人员的衣、食、住、
行、就医、子女就
学等各方面需求，
营造一流的金融
发展环境。”张建
慧表示。

下一步，郑东
新区将站位于全
国找坐标，紧跟金
融业发展的新趋
势，制定实施金融
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和五年提升

规划，争取到 2016 年，郑
州商品交易所交易量进入
全球前 10 强，巩固大宗商
品市场定价权；推动以保
险为特色的金融后台服务
在全国实现率先突破，从
业人员达到 8 万人；入区
金融机构突破 300 家，推
动郑州市金融业在全国实
现晋位升级，进入全国金
融中心第二方阵；为河南
省金融业发展提供服务，
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提
供坚强保障。

郑东新区：一座正在崛起的“金融城”
——郑州郑东新区金融产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李晓东 周常剑

20 世纪的经济史学家指出，
城市发展必经商业、工业、运输和
金融业四阶段。作为城市发展的
最高阶段，金融业与商业、工业和
房地产业相比，具有更大的集中
度。

面对中原经济区纵深发展的
需要，面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迎来的崭新机遇，中西部
地区在期待财富与文明的聚集，
河南全省上下在努力推进科学化
经济结构的建设，郑州在凝聚与
探索打造城市发展最高阶段的智
慧和实践。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明确“加快推进郑东新区金融集
聚核心功能区建设，适时申请开
展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业务”。在
此基础上，河南省政府确定了“两
圆、一带、一方块”的金融业发展
空间布局，郑州市提出通过建设
郑东新区金融城，加快金融集聚
核心功能区的发展，郑东新区确
立了以金融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
服务业体系，全力打造郑东新区
金融城。

截至今年6月底，郑东新区累
计入驻各类金融机构207家，人民
银行、河南证监局等机构，汇丰、
渣打、东亚3家外资银行，中行、农
行、工行、民生、广发等 13 家全国
性银行省级分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保等20余家保险机构以及中原
证券、中原信托、郑州银行等本地
法人金融机构汇聚于此。截至 5
月底，驻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
额已占到全省的 71%，各项贷款
余额占到全省的 64%。驻区保险
机 构 实 现 保 费 收 入 占 全 省 的
51.77%。

发展金融业、打造金融城，郑
东发力中！

经济发展“写”就历史变革，
无论区域广度如何延展或收拢，
金融业的发展始终是经济起落
最准确的参照。

中原经济区期待发展，河南
正在努力奋进，郑东新区作为全
省高水准、大手笔绘制的发展焦
点与亮点，承载着经济腾飞的重
任。

如何定位？如何发展？
早在2003年，时任河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克
强就对郑东新区未来发展提出
了“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必须协
调一致，实现双轮驱动”的要
求。随着郑东新区完成“三年出
形象，五年成规模”的目标任务，
到 2008 年 CBD 区域已吸引多家

金融机构自发聚集。
郑东新区金融产业的发展

逐渐进入全国、河南省的发展规
划。

2011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
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1〕32 号）明
确提出“加快推进郑东新区金融
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适时申请
开展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业务”。

2013 年 1 月 21 日，郭庚茂在
《2013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繁荣金融主体，创
新金融产品，强化金融监管，加
快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
区建设，壮大金融产业规模。今
年 4 月 10 日，全省重点项目暨产
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评活动第

一组在郑东新区观摩时，郭庚茂
再次殷切希望：希望郑东新区进
一步积极探索，在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今年 3 月 25 日，省长谢伏瞻
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指出，要围绕建设高成长
性服务业大省，积极吸引外资银
行、全国性银行、融资租赁、融资
担保、金融后台、保险机构入驻，
在河南省设立分支机构或中后
台服务机构。

4 月 30 日，《河南省 2014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出
台，并指出“推进郑东新区金融
集聚核心功能区等一批服务业
项目建设，促进服务业发展提
速、水平提升、比重提高”。

“河南参与国际化竞争，参
与全国城市竞争，没有现代化的
金融是无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金融核心集聚区河南唯一一
家就是郑东新区。”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说。

在《2014 年郑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郑州市市长马懿明确
提出：积极引进各类金融机构，
加快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发展。

发展金融业，打造金融城，
势必成为区域整体推进的最重
要途径和载体。郑东新区在国
务院、河南省、郑州市的战略决
定与科学决策下，兼顾务实与创
新，汇聚思考与实践，夜以继日
开展如火如荼的“金融城”建设。

“打造‘金融城’，郑东新区
锁定：要成为国家区域性金融中
心、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
区域性要素市场交易中心、全国
重要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国际商
品期货定价中心。”郑州市委常
委，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张建慧说。

按照郑州市“三大一中”战
略和“双核驱动、六城支撑”的工
作部署，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
功能区总体空间布局为“两圆一
带一方块”。

“两圆一带”包括现在已经
建成的 CBD、正在建设的龙湖金
融中心及连接 CBD 和龙湖金融
中心之间的运河两侧建筑群，主
要布局各类金融机构总部、区域

总部或功能性中心。“一方块”即
金融后台服务园区，位于郑州东
站交通枢纽东南侧，统一规划布
局金融后台项目，积极发展金融
服务外包和电子商务产业。

科学布局推动郑东新区“金
融城”的快速崛起。

金融机构高度聚集。截至
2014 年 6 月底,郑东新区累计入
驻各类金融机构207家。

郑州商品交易所发布的粮
食期货“郑州价格”是世界粮食
市场的风向标。郑州粮食批发
市场发布的成交价格是我国粮
食现货市场的“郑州价格”。民
生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
华联合保险、建信人寿等在郑东
新区设立了隶属于总部的全国

性后台服务中心。
金融业发展态势良好。截至

今年5月底，驻区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为 28352.11 亿元，较年初
新增2496.77亿元，占全省的71%，
各项贷款余额为 16178.55 亿元，
较年初新增1070.38亿元，占全省
的64%。保险市场逐步扩大。驻
区保险机构实现保费收入262.23
亿元，同比增长66.36亿元，占全省
的51.77%。金融保险企业税收完
成 5.59 亿 元 ，占 税 收 收 入 的
20.77%，同比增长40.8%。金融业
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一季度金
融业增加值完成21.84亿元，占三
产增加值的 55.5% ，占 GDP 的
48.78%，比去年同期占比分别提
升了3.24和6.38百分点。

入驻机构业绩不俗。在郑
东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银
行发展态势良好：汇丰银行郑州
分行 2013 年存款余额人民币
8.32 亿元，存款余额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52%。

渣打银行郑州分行从提出
筹建申请到正式开业不足半年
时间，创造了外资银行在华开设
分支机构的“郑州速度”，2013年
11 月入驻郑东新区，2014 年 4 月
即实现盈利。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2013 年
各项存款余额突破人民币173亿
元，并在总行综合考核中排名第
一，2013年贸融业务全年业务量
达到人民币31.52亿元，在总行关
键指标考核中，位列全行第一位。

“介入河南市场，我们来晚了。”
这是时任渣打中国首席执行总裁林
清德先生发出的感叹。2013 年底渣
打银行成功落户郑东新区，仅入驻东
区5个月即实现盈利，林清德先生的

“一声感叹”恰是由此而来。
“获得赞誉，并非偶然。打造‘金

融城’，郑东新区不走寻常路，而是围
绕‘创新’二字一步步走来。”郑东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吴福民说。

规划创新
韩峰是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高

管，两个月前他履新郑东新区一家金
融机构。“不仅是因为家在河南，更重
要的是看重郑东新区活跃且具有潜力
的金融市场环境。”对此他信心满满。

韩峰所看重的“环境”，很大程度
上是郑东新区在“金融城”发展规划
上创新。

2013 年以来，郑东新区与人民
银行研究局合作进行了郑东新区金
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课题研究，编
制了《郑东新区金融城建设发展规
划》，明确了郑东新区金融城的发展
定位为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服

务改革创新试

验区、区域性要素市场交易中心、全
国重要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和国际
商品期货定价中心。

该《规划》旨在推动金融业发展
由单纯的机构集中，向以金融为主导
的功能型城区建设转变。通过增强
金融业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推动
金融产业深层次服务实体经济发挥
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

科研创新
郑东新区在打造金融城、发展金

融产业的过程中，对科研创新始终快马
加鞭毫不放松。

2013 年 8 月 26 日，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与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联合批准郑州银行设立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这是全国145家城商行中的
第七家，中原经济区内的21家城市商
业银行中第一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该站的设立有助于吸引高端金融人才
入郑，并发挥郑州在中部甚至全国金
融科研领域的引领作用。另外，入驻

郑东新区的百瑞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也设立有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并与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央
财经大学等开展了密切合作。

2013 年累计成交 5.25 亿手、成
交金额18.9万亿元的郑商所，在品种
创新方面，积极调整品种结构，推出
粳稻期货，同时晚籼稻期货与粳稻期
货也一并获得国务院批准，铁合金期
货目前也已经国务院同意，三个品种
都将于2014年底前上市。

招商创新
如同伯乐与千里马，国际一流的

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建设、无限潜
能释放与辐射的发展，郑东新区在招
商选择中的“创新”，意在“强强携手”。

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行业
20 强金融机构在郑东新区金融招商
的“视野”中，新区挖掘“三力”型项
目，制定金融产业集群招商工作行动
计划，在金融业发达的北京、上海和
广东地区开展驻地招商，今年以来联
系153家金融机构，走访58家（次）。

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各方支持形
成合力招商。省长谢伏瞻、常务副省
长李克、副省长赵建才等领导积极推

动外资金融机构落户郑东新区，走访
了花旗银行、星展银行等，并举行了豫
港金融恳谈会，与部分金融机构座谈。

服务创新
“8 天时间，完成了资金交易中

心从确定选址到完成办公用房装修
及设备安装调试、挂牌试运营，这超
乎想象，创造了‘郑州速度’！”民生银
行在郑项目建设的负责人如此感慨。

如今，该中心正式运营以来，资
金交易规模已达 1500 亿元，贡献税
收 3400 余万元，是中国民生银行成
立最晚、发展最快的交易中心。

金融服务在郑东新区有两大创
新：制度化、精细化。即实行项目分
包制度和三级协调机制，对入区项目
实行“一条龙”服务，各分包局办坚持
每周与项目单位联系两次以上，每周
到工地现场查看一次，具体负责协调
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土地出让、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周边施工环境、奠基
仪式及各项手续办理等过程中相关
问题，遇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管委会
或更高层面研究解决。

建设创新
备受瞩目的龙湖金融中心开发

是中西部的焦点。龙湖的水代表着
财富，而如何开发建设出符合科学发
展和前瞻效能金融中心，成为郑东新
区建设的新课题。

创新，唯有创新！此次龙湖金融
中心开发建设模式最能够说明这一
点。为确保建筑经典现代、协调统一
以及楼宇品质，地面建筑单体通过国
际招标，统一交由日本SANAA、印度
Mumbai、美 国 Asymptote、智 利
Klotz Asociados、西班牙 Ensamble、
北京非常建筑设计、上海现代建筑设
计等国际国内一流事务所担纲设计。

为了保证开发质量和速度，内环
写字楼、沿湖商业及相应配套设施由
郑东新区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合作
开发，运用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强大的
投融资、设计、施工管理、开发运营一
体化、城市综合开发的全产业链整合
能力，加快龙湖金融中心开发进程。

经过前期对接洽谈，龙湖金融中
心先后引进工商银行、平安集团、中
信集团、方正集团等金融项目15个，
国际知名酒店费尔蒙、威斯汀相继入
驻。目前，龙湖金融中心项目正在进
行规划设计深化工作，今年下半年将
全面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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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核心区 两圆一带一方块
崛起的郑东金融城充满活力繁华显影

建立健全各项机制 强力实施专项招商
不走寻常路令郑东金融城创新中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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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郑州交易中心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战略研发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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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金融业增加值

郑东新区金融机构入驻情况

机构数
（家）

金融业增加值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