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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变变
郑郑 州州

刚刚进入草长莺飞的 4 月，省委副书记、
省长谢伏瞻就率领全省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
区建设第二观摩组赶到郑州观摩。观摩组一
行先后观摩了新郑市特色商业区内的华南城、
奥特斯交易广场项目；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内
的郑州比克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郑州日产扩
能项目以及中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家农业
生态公园等项目。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产业集聚区内
蓬勃发展，领先技术不断填补空白，产城融合
图景生动迷人……观摩期间，谢伏瞻一行看
项目、入企业、进车间，听取产业创新汇报，查
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集聚区的产业集
群发展、产业创新升级、产城互动、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建设、农民就业等情况，充分肯定
郑州市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集聚区发展取得
的成绩。

观摩点评活动中，郑州市在产业集聚区建
设和“两区”建设中坚持抓项目、构集群、强载
体，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做
法和成效，受到了观摩组同志的一致好评。大
家认为，郑州市贯彻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措施
有力，产业定位与路径明晰，引进并建设了一
批国际上有影响力、国内有辐射力，省内有辐
射力、对省外有整合力的好项目，产业集聚区、
商务中心区、特色商业区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建设也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观摩活动结束后，捷报从全省产业集聚区
建设工作会议上传来——在全省表彰的 2014
年“十强、十快、十先进”产业集聚区和商业区
里，郑州市的航空港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
术产业集聚区、新郑市华南城特色商业区等 12
个产业集聚区、商业区榜上有名，分获殊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州经济技术产
业集聚区和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分别被授
予 6 星级、5 星级产业集聚区。这是我省首次
出现 6 星级产业集聚区，也是最高级别的产业
集聚区。

“摘星夺冠”是荣誉，更是实力的体现。
5 星级产业集聚区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

去年全年手机产量已达 1.43 亿部，约占全球供
货量的八分之一，其中非苹手机产量 2439 万
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智能终端生产基地。从
富士康，到引进正威、酷派、中兴、天宇、瑞弘
源、展唐、联懋等手机整机及配套企业 89 家，
再到中兴、天宇、创维、华世基等 12 家企业正
式投产，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正在用实力向
全球市场迈进。

2014 年，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388 亿元，增长 132.7%；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完成 338 亿元，增长 23.1%；规模以上
工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完 成 2090 亿 元 ，增 长
17.7%；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379.2 亿美元，约
占全省的 58.3%。

全 年 完 成 三 产 增 加 值 46.7 亿 元 ，增 长
18.6%。中国（郑州）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中部国际电商产业园相继开园，中国（郑州）国
际商品交易中心、欧洲制造之窗等投入使用，
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
平台和窗口。

同样收获殊荣的 6 星级产业集聚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河南省首个获批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以汽车和装备制造
业为主的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
汽车产业基地和国际化货物集疏中心。2014
年该区新签约产业类项目 52 个，签约额达 629
亿元；全年新开工世茂奥特莱斯等项目 77 个，
是 2013 年的近 2 倍，开工、竣工项目均居郑州
市首位。

围绕打造“三大主体”工作先行区、“四化”
同步发展示范区，郑州市各产业集聚区进一步
理顺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努力提升
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主战场、
主平台、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凸显，2014 年郑州
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更是亮点频现——

以河南电子口岸上线运行、实行一次申
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国内率先突破、汽
车和肉类口岸获批、上海自贸区海关国检创新
制度复制实施为标志，实现了“关口”建设大突
破；以北车、南车、酷派、正威、阿里巴巴、京东
商城、渣打银行等 36 家世界 500 强和国内行业
前 20 强企业新进入驻为标志，实现了招商选
资大突破；以东风日产 60 万辆整车项目、弗雷
森 5000 台大功率智能变速拖拉机、友嘉精密
机械产业园、穆尼飞机、菜鸟骨干网等 175 个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落地为标志，实现了产业集
聚提升的大突破；以 E 贸易日峰值达到 100 万
包、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2800 亿元、郑东新区
金融业增加值达到 100 亿元为标志，实现了新
型业态发展的大突破。

目前，已形成以富士康为带动的“研发设
计—软件及系统集成—生产制造—航空物流”

为一体的智能终端产业集群，集聚手机整机和
配套企业 89 家，手机产量突破 1.4 亿部，智能
手机产量占全球的 1/8；形成了以东风日产、宇
通为带动的“技术研发—发动机生产—零部件
生产—整车组装—汽车贸易—后市场”为一体
的汽车产业集群，零部件配套企业达 316 家，
整车产量突破 50 万辆；形成了以 E 贸易、华南
城为带动的线上线下“体验—展示—交易—结
算—物流”为一体的 O2O 新型商贸产业链和以
航空物流、郑欧班列为带动的“运输—销售—
结算—制造—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产业
链，带动郑州产业发展步入集群集聚、结构优
化、转型升级的快车道。

2014 年，郑州市产业集聚区、服务业“两
区”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1073.6 亿元，三年年均
增长 14.5%，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5% ；从业人员达到 76.6 万，比 2011 年增加
21.7 万，带动城镇化由 2011 年的 64.8%提升至
68.2%。其中，郑州市战略新兴产业占工业比
重由 2011 年底的 33.7%提高到 47%；高耗能产
业比重由 2011 年底的 51.8%降至 42%；生产性
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较
2011 年分别提高 3.7 和 4 个百分点，实现了产

业结构调整的标志性突破。
回望发展历程，细数发展成绩，产业集聚

发展爆发出的能量，正让郑州这座古城散发
出熠熠光辉。国内手机制造商纷纷抢滩，格
力、海尔电器落子郑州，富士康、阿里巴巴、北
车、南车掌门人目光紧盯中原，皆因位于郑州
的产业集聚区与服务“两区”已可以提供电
子、汽车、智能手机、生物医药等产业制造的
完整产业链，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大物流
的商都正以崭新的形象迈上国际舞台。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近日
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两次提到的
河南省会郑州，是中欧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城市
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支点，也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的重要节
点，具备了打造对外开放国家战略枢纽和重要
门户的充分条件——从 3 月 28 日《愿景与行
动》发布以来，中原大地各行各业热议纷纷，

“河南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成为共识！
面临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给河南带

来的无限机遇和美好前景，作为河南核心增长
极的郑州如何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
发展，做大做强中原龙头？

郑州市市长马懿认为：“应抢抓机遇，科学
谋划，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围
绕现代化国际商都建设，加快构建‘连通境内
外、辐射东中西’的国际综合交通信息枢纽，形
成‘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物流网络，构建以
开放经济和智慧经济为统领、先进制造业和高
成长性服务业为主体、特色金融中心为支撑的

现代产业体系。”
经过六年的发展，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新

常态下郑州市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转型发展
的主引擎、主平台、主渠道。下一阶段，郑州市
将围绕《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
建设战略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牢牢
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历史机遇，以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为统揽，大力推进产业集
聚区等科学发展载体加快发展、壮大规模、提
升水平，突出四个重点方面集中发力，为建设
以现代化国际商都为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提
供有效载体和重要依托。

一是培内引外，集群发展。坚持培内与引
外并重，大力实施“龙头+配套+协作”的全产业
链招商，2018 年力争全面建成“1+1+10”千亿
元级产业基地；

二是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加快推进机场
二期、国际陆港、“米”字形高铁建设，尽快构建
国际化、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全力配合
省政府申建郑州自贸区并力争获批，为郑州现
代产业集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开放创新，增强动力。持续推进航空
港、国际陆港、郑欧班列、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
点等平台功能提升。依托产业集聚区中优势
企业，加快“两器一园”建设，着力构建自主创
新体系；

四是提升服务，强化保障。全力推进“五
单一网”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
率。构建产业集聚区配套服务体系，强化土
地、资金和人力资源等要素保障。

河南十强产业集聚区
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术产

业集聚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中牟汽车
产业集聚区

河南十快产业集聚区
新密市产业集聚区

河南十强商业区
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二七区特色商业区、

中原区特色商业区、金水区特色商业区、郑州管
城回族区商都文化特色商业区

河南十快商业区
新郑市华南城特色商业区、中牟县特色商

业区

2014年度郑州市
产业集聚区·两区 榜

英雄英雄

新常态下新作为新常态下新作为，，新任务带来新突破新任务带来新突破。。

刚刚结束的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的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

上传来喜讯上传来喜讯———在我省表彰的—在我省表彰的 20142014年年““十强十强、、十十

快快、、十先进十先进””产业集聚区和商业区里产业集聚区和商业区里，，郑州市的郑州市的

航空港产业集聚区航空港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新郑市华南城特色商业区等新郑市华南城特色商业区等 1212 个产业集聚区个产业集聚区、、

商业区榜上有名商业区榜上有名。。

数字显示数字显示：：20142014 年年，，郑州市产业集聚区和郑州市产业集聚区和

““两区两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081908..55 亿元亿元，，增长增长

4242..33%%，，高出郑州市平均水平高出郑州市平均水平 2222..33 个百分点个百分点，，增增

速位居全省之首速位居全省之首；；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1107511075 亿元亿元，，增增

长长 1414..55%%；；实现税收实现税收 243243..55 亿元亿元，，增长增长 1818..22%%，，产产

业集聚区和业集聚区和““两区两区””成为拉动省会经济发展的核成为拉动省会经济发展的核

心增长极心增长极。。

““近年来近年来，，郑州市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郑州市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中央中央

商务区商务区、、特色商业区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科特色商业区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科

学发展载体建设学发展载体建设，，坚持走集聚集约内涵式发展坚持走集聚集约内涵式发展

路子路子，，有力推动了郑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有力推动了郑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

发展发展。”。”省委常委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说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说。。

优质发展郑州“摘星夺冠”

亮点筑造经济“新高地”

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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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南城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牟全力打造现代汽车城

郑州航空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