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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朝古都开封，有这样一片
年轻而又引人注目的热土。她就是
开封新区。

开封新区，东起开封市中心城
区，西临郑州，南至郑民高速，北依
黄河，辖区面积 287 平方公里，总人
口 28万人。

从空间布局上看，开封新区以
连霍高速公路为界分为南北两部
分。高速公路以北为沿黄生态文化
旅游产业带，规划面积 68.3 平方公
里。高速公路以南为城市发展区和
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218.7平方公
里，其中核心区总规划面积 121平方
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83 平方公
里，可容纳人口 107万人。

按照省委、省政府已批复的总
体方案,开封新区的功能定位是:河
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的综合试验区，
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示范区；以产
业聚集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充
分发挥开封文化资源优势，融居住
办公、科研教育、旅游休闲、商贸物
流、现代农业为一体，城市功能完善
的生态型、现代化、复合型新城区。

按照规划，开封新区核心区总
体功能定位为四大功能，即陇海铁
路两侧的第二产业区，沿郑开大道
两侧的商务中心区，金耀路以北的
生活区，以及马家河、运粮河两侧的
休闲度假区。

近年来，在开封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开封新区紧紧围绕“三
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总目标，着力
打造“现代都市、对外开放、新兴产
业、高新企业、生态环境”五大新高
地，全力推进产业与城市、基础与功
能、生态与环境的同步发展、同步提
升，各项工作均保持了良好发展态
势。

经济发展高位运行。自设区以
来，开封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一
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今年前 8
个月，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3.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7.2亿元，同比增长 23.4%；完成财
政 预 算 收 入 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1%，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比重达 91.3%；完成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47.7 亿元，同比增长 13.1%。
各项主要指标增幅均位居全市乃至
全省前列。

支柱产业快速壮大。开封新区
坚持把 8 个产业园区作为开发建设
的主阵地、产业发展的集聚地、高新
企业的孵化器，大力发展壮大汽车及
零部件、空分设备和农机制造三大主

导产业，加快培育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文化创意、现代产业等战略新兴
产业，产业集群日益壮大，经济实力
持续提升。一是汽车零部件产业，已
引进企业 77家，总投资 140亿元，已
建成投产 52 家，去年完成产值 51.3
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24%，其
中奇瑞重工和奇瑞汽车产值分别达
到 21 亿元和 13.5 亿元，汽车及零部
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已成为开
封新区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二是
空分产业，以黄河、开元和众力 3家
企业为主体，正在建设的国家级空分
特色产业基地规模不断壮大，产业核
心竞争力日益增强。三是电子信息
产业，德豪光电产业园等项目快速推
进，富士康平板电视及 2000 万台智
能手机生产线手机项目正在洽谈。
四是中原生物城，共引进项目 11个，
总投资达 40 亿元，其中国药集团高
端物流、河南细胞库、方欣生物、盐酸
小檗碱混悬剂等 6个项目，已经选定
地址，正在加快建设。五是“银基 O
秀”场馆已经建成，并在去年国庆期
间成功推出，打造出具有国际一流水
平的高科技大型室外演出节目，成为
开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崭新名片；
银基水上乐园项目已经正式开工，银
基文化产业园“3+1”项目进展顺利。
六是职业教育园区，首批入驻的 6所
学校已经建成，已入住学生 3 万多
人，园区已初具规模，开封市特殊教
育学校、省外贸学校、军威科技职业
学院等 6所院校正在加快建设。七是
北大资源城，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
日益完善，已与北大资源集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北大附小和北大附中即
将启动建设。八是中原家居产业园，
规划有中国家居展览馆、中国国际家
居产业总部基地及中国家居产业园
三大特色区域，分为产品研发中心与
家居商学院区、生产制造基地、国际
家居展示交易中心、原铺材料配送中
心、物流中心、生活服务配套区六大
功能板块，目前已入驻项目 14家。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和“权责一致”的原
则，开封新区通过调整充实各个重
点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理顺项目
推 进 机 制 ，项 目 建 设 速 度 明 显 加
快。一是以 79个省市级重点项目为
抓手，重点产业项目快速推进。目
前，总投资 130 亿元的 79 个省市级
重点项目已全部开工（其中新开工
项目 50个、续建项目 29个），已完成
投资 97.4 亿元；8 个专业园区的 76
个在建项目快速推进、成效明显；今
年集中开工的 50 个重点项目，按照
节点计划，正在稳步向前推进。二

是以西湖及周边区域全面提升为亮
点，城市形象大幅提升。在今年 5月
1日成功试蓄水的基础上，西湖周边
的园林规划绿化、市政配套、古建工
程建设等 16 个项目加速推进，西湖
旅游项目全面启动，形象品位大幅
提升，目前已成为开封城市建设的
一大亮点。三是以商务中心区为重
点，郑开大道两侧初具规模。目前，
商务中心区已开工建设 25 个项目，
总投资 260 亿元，其中核心区的“两
馆”建设项目和 20 个商务会馆进展
顺利、成效明显。此外，沿郑开大道
两侧的大宏城市广场、开封国际金
融中心、煤化研发中心等 20 个重点
项目进展顺利，尤其是已经建成投
入使用的开封市民之家，集行政服
务、公共交易、教育培训、商务洽谈、
文化休闲于一体，有 30 多个市直部
门和 10多个区直部门在这里设立服
务窗口近 300个，着力为群众提供一
站式便捷服务，是目前全国规模最
大、设施一流的政务服务平台。

打造宜业宜居生态新城。“一城
宋韵半城水 梦华飘溢伴汴京”。开
封新区充分发挥开封依水灵动的生
态理念，规划建设了开封北方水城新
景观——开封西湖。开封西湖风景
区水域面积达 6000 亩。从北向南，
开封西湖被划分为生态湿地、滨水休
闲、文化艺术展示、历史文化演绎、人
文主题体验、生态郊野体验六大功能
区。开封新区重视发展生态循环经
济，严格把好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或
企业入临的“关口”，加大落后产能淘
汰力度，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和节能减
排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
进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近年来，开
封新区坚持发展高效益低能耗产业，
既保持了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又

保护了蓝天碧水、人居和谐的生态环
境。

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开封新区
作为开封新城区建设的主阵地，按
照规划，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一是为全区的
建设与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以新建投和新惠投资公司为平台，
创新资本运作方式，采取 PPP、土地
预期投资开发权等多种模式，通过
发放基金、债券多种方式，全力开展
招商融资。二是全力攻坚房屋征收
拆迁。以“两改一建”为重点，坚持
大员上阵、压实责任、集中攻坚。目
前，辛堤头、堌门等城中村改造项
目，祥和、开关厂等棚户区改造项
目，以及王府砦、闫寨、瞿家寨等项
目快速推进，保障房建设进展顺利，
在保障和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的
同时，为城市建设和项目落地打下
了坚实基础。三是全力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以启动区和铁南区为重
点，组织实施了道路管网、水、电、
气、暖以及桥梁、泵站等基础设施建
设和节点景观改造、绿化、亮化工
程，力求把水系做活、绿化做美、道
路做畅、功能做优。目前，建成、在
建道路里程 353.4公里，初步实现了
城乡道路全覆盖；投资 40 亿元建成
了铁南工业区输变电设施及热力供
应设施；总设计规模日处理 20 万吨
污水的马家河污水处理厂已投入运
行，雨污水排放管网更加完善，全区
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城市服务功能明
显提升。

统筹兼顾同步发展。在加快城
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同时，开封新
区高度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一是以水稻乡为重
点，积极规划建设沿黄生态文化旅
游产业带。围绕“都市农业、生态休
闲、文化旅游”的功能定位，依托郑

汴都市区辐射带动作用，立足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将生态休
闲、观光农业、文化旅游作为水稻乡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举措。重点
打造粮食、花卉、蔬菜、淡水养殖等
优势特色产业，突出抓好中国·开封
菊花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八斗现代
农业、兴农伟业等一批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培育出 10 余个绿色保健
果品知名品牌。二是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着力转作
风、提效能。切实加强和改进机关
作风建设，干部队伍活力明显提升；
大力开展基层党建集中整建活动，
切实强化基层基础，基层党组织尤
其是农村和基层社区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三是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大力发展
社会事业。坚持新增财力向民生倾
斜，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和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积极开
展大走访、大排查、大建设，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大力推进了一批民生工
程，办好了一批民生实事，各项民计
民生和社会事业始终走在全市前
列。同时，加大信访维稳工作力度，
大力推进“平安新区”建设，群众安全
感指数始终保持在全市城区首位，安
全生产、食品安全等项工作进一步强
化，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面对未来，开封新区党工委书记
范付中、管委会主任徐强表示，将按照
抓项目提速度、抓产业增实力、抓亮点
树形象、抓融资强保障、抓改革促转型
的工作思路，将牢牢把握全省副中心
城市建设的重大机遇，着力对接航空
港区，加快融入郑汴新区，大力推进工
业强区、三产富区、城建立区、开放活
区、生态美区，全力打造“现代都市、对
外开放、新兴产业、高新企业和生态环
境”五大新高地，确保开封新区“五年
成规模”总目标的早日实现。

打造现代都市对外开放新兴产业高新企业生态环境新高地
——开封新区建设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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