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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到来之际，在整个中国为改革开
放寻找新的发展契机之时，河南，也在思索着
自己的方向与未来。

如何让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走上
破茧之路？如何以城镇化来破解“三农”难
题，为工业化发展拓展空间、为农业现代化提
供条件？如何下手才能准确、有效地找到一
个又好又快的“突破口”？省委、省政府领导
在思考。

1998 年，国务院批复了《郑州城市总体
规划 (1995 年至 2010 年)》，规划提出，郑州市
区人口发展长远目标为 500 万～600 万人，城
市化水平达 70%～80%。当时郑州中心城区
规模偏小，且受陇海、京广铁路交叉分割，拓
展空间被制约，与近亿人口大省省会城市的
地位和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远远
不相匹配，急需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2000 年 6 月 28 日，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
克强在郑州调研，要求一定要增强郑州中心
城市功能，加快全省城市化进程，明确提出以
郑州 107 国道以东的新东区为重点，高起点
进行规划，使之形成亮点。

郑东新区由此破题，呼之欲出。
2001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

“围绕把郑州建成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
标，加快郑东新区开发和环城快速路建设，扩
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品位。”之后，随着以建
设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进而带动全省
城镇化的战略构想的确立，郑东新区规划和
建设昂然提速。

省、市两级慎重决策，郑东新区规划总面
积 150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150 万。150 平方
公里，等于再造一个新郑州，力度之大、气魄
之大，史无前例。

郑东新区赢在了起跑线上！通过国际征
集选定的总体概念规划，融入了生态城市、共
生城市、环形城市、新陈代谢城市和地域文化
城市等理念，并由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
议，以地方法规形式对规划方案进行了确认，
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2003 年 1 月 20 日，伴随着冬日的寒风和
热望的目光，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第一根基桩
轰然入地，从此拉开了郑东新区建设的恢宏
大幕，也开启了从无到有、从平白到繁华的精
彩中原城“事”……

1
历史性的抉择

河南找到新型城镇化
“突破口”

产城融合 双轮驱动

中原新画卷 崛起看郑东

2003 年 11 月 7 日，李克强在郑东新区考
察时提出：“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必须协调一
致，实现双轮驱动”。

产城融合、双轮驱动。郑东新区从着手
城市建设的开端就着力繁荣城市的经济，为
打造一座具有持久活力的新城奠定基础。

“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十年建新
区。”十余年来，郑东新区一路壮举，一路凯
歌，以 700 亿元的政府投资，撬动了 2000 多亿
元的社会资本，建设了一个功能完善、配套齐
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新城区。

数据，窥见一斑：
截至目前，郑东新区道路通车里程已达

436 公里，建成桥梁 46 座，骨干路网基本形
成，开通公交线路 62 条，与老城区畅通对接；
铺设自来水管线 402 公里、天然气管网 339 公
里、电力管网 430 公里，热力管网 263 公里、通
讯管线 421 公里；建成中小学、幼儿园 121 所，
在校生超过 65000 人；医疗机构 226 家，投用
床位 4200 余张。

按照绿色低碳的理念，龙湖金融中心正
在积极推进公共综合管廊、五层交通体系、分
布式能源体系建设；目前实施的龙湖区域生
态绿化雨水资源化管理，是郑东新区建设“海
绵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生态回廊联结的道路绿带、城市公
园、丛林绿地，形成了面积超过 2200 万平方米
的“绿色之网”，以龙湖为中心，龙子湖、象湖、
如意湖、莲湖为重要支撑的生态水系，形成超
过 1500 万平方米的“蓝色之脉”。现代气息浓
郁的河南艺术中心、会展宾馆，与祭伯城遗
址、列子故里、大河村文化遗址共同传承了千
年历史文脉。郑东新区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对
外开放的“窗口”和“名片”。

今年以来，以服务居民和企业为目的，郑
东新区根据社区和产业分布情况，规划建设
了 33 个区级便民服务中心，投资逾 40 亿元，
全力构建 5－10－15 分钟便民服务圈。

“眼前有景，身边有画，生活在郑东新区
能够被这座便捷有序、朝气蓬勃、魅力无限
的城市所深深吸引！”一位从外地来郑定居
者感叹。

城市的魅力与活力从不简单生发于建
筑，而深刻扎根在城市的产业中。

产业为本，就业为基，生计为先。在建设
一座城市的同时，郑东新区着力构建起一个
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

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初具规模。截至目
前，郑东新区共入驻金融机构 247 家，全国四
大交易所之一的郑商所，汇丰银行、东亚银
行、渣打银行等外资银行……群英荟萃，纷纷
抢滩。据统计，驻区金融机构银行存款余额
占全省的 70%，贷款余额占全省的 64%，保费
收入占全省的半壁江山。

“中原系”金融机构蓬勃发展。2014 年 6
月 25 日，中原证券成为内地首家在香港上市
的省域证券公司；12 月 26 日，中原银行正式
开业，公司实收资本居全国城商行之首；截
至 2014 年底，中原信托累计管理信托财产超
过 3500 亿元，荣获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最
佳客户服务信托公司”；经过多年积累，中原
期货成为四大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河南
第一家法人保险公司中原农保获批成立，为
河南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性保
险服务。

要素市场交易活跃。2015 年上半年，郑
商所总成交量 5.55 亿手，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1／3，雄踞全国四大交易所榜首；通过郑州粮
食批发市场旗下的中华粮网成交小麦总量超
过 1 亿吨，累计成交 2060 亿元，累计成交金额
和规模均列全国首位；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今
年 8 月份正式挂牌运营，河南优质中小微企业
进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

楼宇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郑东新区商务

楼宇总建筑面积约 1200 万平方米，其中建成
600 万平方米。目前已经培育亿元楼 22 栋，
其中超 5 亿元 3 栋。入驻世界 500 强和国内
500 强企业分别达到 47 家、57 家，麦德龙、塔
博曼等知名商家纷纷入驻，戴德梁行、仲量梁
行等顶级咨询公司先后设立分支机构。随着
JW 万豪、喜来登等全球著名酒店的进入，郑
东新区四星级以上酒店客房数占了全市的一
半。借势郑州高铁枢纽，高铁商圈在建和建
成的 500 万平方米楼宇资源，为郑东新区产业
的大发展、大繁荣拓展了广阔空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渐浓。截至
目前，该区入驻科技服务类企业超过 1000 家，
其中国家级研发中心 8 家，省级研发中心 18
家，工程院院士张改平领衔的科研团队、科技
龙头企业浪潮集团先后落户。国家专利审查
协作河南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国家
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测基地、国家计算机网
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四大国家级平台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科技服务体系。

郑东新区启动建设了九大创新创业综合
体，其中四个由政府投资。已经投入使用的
电子信息创新创业综合体一期商务大厦，目
前入驻了信大捷安、中钢网、黑蜘蛛、万庄农
化等信息、电子商务企业近 60 家。同时，该大
厦以“豫货通天下”为主导，顺应“互联网+”的
发展大势，开辟了互联网渠道展销交易场所；
以创新企业为主题，开辟了创客空间，着力校
企联合、创客培育、实训基地等项目。

郑东新区 30 万从业大军和龙子湖高校园
区、白沙职园区 32 万在校师生，共同借势四大
国家级科技服务平台、九大创新创业综合体，
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以“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互联
网+”三大国家战略为契机，依托河南经济发
展的良好势头，郑东新区利用现有产业优势，
在“两圆一带一方块”的基础上，拓展了后援
基地，规划了以互联网金融为主体的创新金
融集聚区，形成了传统、后台和创新金融集聚
区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全力打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互联互通国际化
区域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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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发展

郑东新区打造
“持久活力”之城

河南，地杰人灵，物产丰富，文化厚重，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传统的农耕文明，既成就了她曾经的辉煌，也迟滞了她前行的步伐。一个集中的表现是，世纪之交的河南，城镇化率远

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一次重大战略抉择——建设郑东新区，使河南找到了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也为中国第一轮城市新区建设

创造了高规格高品质的样板。
历史不能重演，但值得回顾与总结。
回首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郑东新区在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要求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

谋发展，始终贯彻产城融合、双轮驱动。
截至2014年底，郑东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0亿元，建成房屋面积4600万平方米，建成区面积105平方公

里，入住人口105万，入驻企业3万余家，2014年全口径税收完成145亿元。

从无到有，从平白到繁华，郑东新区无疑
在自身生长与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
活力持久的“新引擎”。十多年来，中国大
陆 除 西 藏 外 的 30 个 省 、自 治 区 、直 辖 市 ，
195 个地市，1 万多批次考察团曾先后来郑
东新区参观指导，人民日报、新华社、参考
消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等国内外媒体给
予广泛关注。

2000 年至 2014 年，郑州市中心城区新增
面积 240 平方公里，郑东新区据半壁江山；新
增人口 200 余万，郑东新区占将近一半。郑
东新区的发展，带动了郑州市城市形态提升、
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郑
州步入快速发展的十年，在全省的辐射力、影
响力和带动力显著增强。

郑东新区的大手笔、高起点国际征集，给
恪守农业传统的河南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思想
冲击。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为河南的城市建
设树立了标杆，在河南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
引领作用。河南省内 16 个城市新区，都不同
程度地从郑东新区汲取了建设经验，全省的
城镇化进程由此加快。统计显示，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河南省的城镇化速度高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

郑东新区坚持产城融合、双轮驱动，以组
团式开发建设的模式，跳出旧城建新城，带动
旧城更新改造，实现新旧城互动发展、有序发
展和功能复合、产城融合、要素集合。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不仅建设了一座城市，而且发展
了一个产业，进而发挥了对全省的示范带动
作用，这种模式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示
范性和启发性，也使之成为第一轮全国城市
新区建设的样板。

面对新形势，站位新起点，瞄准新目标，
郑东新区重任在肩、加压奋进、开拓创新，着
力龙湖、龙子湖、白沙区域三大主战场，全面
加快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和国际化中央商务
区建设，力争到 2020 年初步形成“三大形
态”：以金融业为主导的高端产业形态、以绿
色低碳智慧为特征的花园城市形态、以完善
的公共服务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形态。河南省
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郑东新区的建设，继续打造好这个上亿
人口大省推进城镇化的样本，为探索走出符
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创造经验。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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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释放能量

发挥城镇化建设的
“样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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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 CBD全景。 周常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