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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生（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党委书记）：
物流园区依托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
无水港的综合交通枢纽优势，以第三方
物流为主，打造国际物流、区域分拨、城
市配送为主要功能的千亿级现代综合物
流园区，成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大物流发展重要驱动力之一。园区规
划了 10 个年营业额超百亿的精品园中
园，电子商务物流园、时尚物流园、汽车
配件物流园等 6 个精品园中园建设已初
具规模，光电产业园、冷链产业园、医疗
器械产业园等 4 个精品园中园即将开工
建设，形成产业与物流联动发展的良好
局面。截至目前，园区已经引进项目 116

个、协议投资 993 亿元，像投资 280 亿元
具有全球最先进技术的第 6 代低温多晶
硅液晶面板项目，世界 500 强企业普洛
斯、安德鲁、日通等物流项目，以及全球
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宇通客车，全国最
大的冷链物流企业众品冷链，电子商务
及快递领军企业圆通、申通、中通、百世
汇通及韵达“四通一达”企业，中国厨卫
领军企业大信整体厨房等一大批大块
头、高质量、附加值高、占地少、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企业已经在园区落地，力争明
年要建成国家级现代物流示范园。

孙阅（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
主任）：2010 年富士康落户河南的第一个
项目就是在出口加工区内，从签约到投产

仅用一个月时间，被郭台铭先生称之为
“郑州速度”。出口加工区承担了国家海
关总署选择性征税的试点工作，这也是全
省唯一从事这项工作的区域。从 2014 年
实行这项政策开始，一年来为园区企业节
约税收超过千万元，得到了海关总署的认
可。今年“双十一”期间，仅唯品会在出口
加工区的备货就有 280 万个包裹，遍及生
活各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务院批
准的出口加工区 B 区的封关运行为契机，
进一步做好对外开放平台工作。

庞学元（大信整体厨房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现代物流系统具备什么能力
呢？判断能力、采集能力、推理能力、纠
错能力，它还有吃喝玩乐的能力。其实

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整体厨房是家
家户户都要用的，包括抽油烟机、燃气
灶、水槽、蒸箱、烤箱、拉篮还有橱柜整个
系统，这些东西顾客怎么来选购？首先
它要基于一个大数据，我们用了 4 年多的
时间搜集了十万个顾客家里实际使用的
橱柜，然后把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变成情
报，把情报进行整理变成 4000 多个具有
代表性的标准，再总结出来 386 个可以工
业化的模块，最后让顾客在 3A 级工业旅
游景区——中国厨房文化博物馆里完成
体验式购物，将私人订制信息传至云计
算中心，使这个产品具备成本可控、质量
可控、时间可控，达到了智能制造、智能
物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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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香菜烩面胚儿：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买卖全球，郑欧班
列领跑全国，中铁装备走遍全
世界，经开区好样的！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官方微博：六星级不是经开区
的最高追求，是我们踏上新征
程的新基石、新动力，相信未
来的经开区将是群星闪耀、再
创辉煌。

@心灵的方向盘：一路横
贯东西，两厢叠翠十八里，高
精 尖 项 目 龙 盘 虎 踞 ，鳞 次 栉
比。宇通冠世，东风夺嫡，中
铁争一，大信发展急，潜力无
限。三五年是难题，产业集聚
六星，催生产只争朝夕，主席
点赞。经开产业城傲世中原，
拔地而起。③10

韩爱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品宣中心
总监）：看韩剧时，你发现女主角用的是伊
思面膜，就可以马上在中大门网站下单购
买。在传统贸易模式里，消费者购买面膜
不仅时间长、价格贵，而且无法保证是正
品。有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之后，通过郑
州首创的 1210 保税备货模式，卖家把海
外仓前移至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实现了保
税备货，减少了中间环节，费用成本下降
了。最重要的是，郑州试点首创了关检

“三合一”大通关服务体系，3 秒钟内就会
实现几十万票货的通验率，不仅提升了通
关速度，海淘商品因经过海关和检验检疫
的查验，保证原装正品。

由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承接的郑州市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不仅首创了
“郑州模式”，也创造了“郑州速度”，这两
个环节是我们给跨境电商提供的最优质
服务，吸引了来自聚美优品、网易考拉及
小红书等知名电商的入驻，带动了整体产
业链向郑州的转移。现在，郑州试点业务
单量是全国 6 家试点的总和，纳税额、参
与企业数量等综合指标也处全国首位。

景建勋（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郑欧班列自 2013 年 7 月
18 日首班开行以来，已实现每周去程三
班、回程两班的常态化运营，境内集货辐
射地域涵盖全国四分之三的省（市）及日
韩等亚太国家，境外分拨范围涵盖中亚、
欧洲 20 个国家 105 个城市，总载货量、境

内集货辐射地域、境外分拨范围等均居中
欧班列首位。

明年，郑欧班列将实现每周去程三
班、回程三班的常态化运营，这样将大大
降低班列的运营成本，实现往返平衡，进
一步发挥郑州国际陆港“海陆空铁”四港
联动的多式联运枢纽功能，与沿海看齐、
和国际接轨，扩大河南的交通优势，为中
原崛起做出贡献。

卜照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1997 年，中国首次从国外引
进德国韦尔特公司的全断面掘进机用于
秦岭隧道施工。由于工程设备全部依赖
进口，在使用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且费用
昂贵。当时，我们就暗下决心要造出中国

人自己的盾构。经过十年的潜心研发，
2008 年中国首台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研
发成功并用于天津地铁施工，彻底打破了
洋盾构的垄断地位。事隔 16 年，德国韦
尔特公司被中铁装备成功收购，开创了中
国收购外国重型装备企业的一个先例。

中铁装备也从国产盾构的开创者发
展到盾构行业的引领者。2014 年 9 月，中
铁装备研发的全球最大断面的矩形盾构，
成功运用在中州大道下穿工程中。2015
年，中铁装备研发的全国最硬断面的岩石
掘进机用于吉林隧道的引水工程，各项技
术参数超过了国际水平。今年，中铁装备
已经和国外签订了 11 台盾构合同，可以说
中国盾构的“河南造”，正在走遍全世界。

崔绍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2013 年产业集聚区首
次考核中，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三星级
产业集聚区。通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实现
从“三星”到“六星”的跨越，这是河南省委、
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鼎力
支持的结果，是全区人民拼搏进取、积极向
上、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具体推进和谋划
中，我感觉有三点最重要。一是“项目”，因
为项目是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二是“开
放”，按照开放的方针，我们打造了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郑欧班列、国际陆港、出口加
工区等对外开放的平台，郑州汽车整车进
口口岸，郑州海关多式联运监管中心等国
家级口岸也得到了审批。三是“创新”，拥
有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和郑州高新技术创

业中心两个国家级创新创业载体。今年以
来，平均每天有 15 家企业注册成立。正因
为项目的带动，开放体系的完善，创新载体
的实施，经开区才有了快速的发展，成为六
星级产业集聚区。

搞产业集聚不能萝卜白菜什么都要，
我们的主导思想非常明确，即实施三大主导
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第一是汽车工
业，有东风日产、海马轿车、宇通客车和 6个
专用车厂，是我省最大的汽车及零部件生
产基地，力争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要实现年
销售收入 1500 亿元。第二是装备制造产
业，有亚洲最大的液压支架生产厂郑州煤
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最大世界
第二的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还有
知名的家电企业海尔等等，力争达到 1000

亿元年销售收入。第三是现代物流产业，
像国药、华润、九州通这些医药物流产业都
在经开区，医药物流分拨量占河南二分之
一靠上，现代物流产业预计年营业收入也
要突破 1000亿元，未来发展潜力更大。

史占勇（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经开区培育
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
实现与世界的连通，我想重点要做好四个
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完善平台。有出口加
工区、保税中心，出口加工区 B 区 1.8 平方
公里已经通过预验收，规划面积 5.78 平方
公里的国际陆港正在加快建设。第二是建
设口岸。有国家铁路一类口岸，还要重点
建设汽车口岸、粮食口岸、肉类口岸和邮政
口岸，加强对外联络。第三是搭载载体。

郑欧班列要做到双向集输均衡往返常态化
运营，多口岸、多目的地、多线路运作；郑州
到连云港、青岛港班列已经开通，要对接海
港常态化运营；郑州国际陆港要对接航空
港，连通起整个世界。第四是开放创新。
建好中部首个海关多式联运监管中心，争
取走在内陆城市前列；做好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试点工作，起到引领全国的作用；建立
一体化通关机制，探索快速化通关。

王希伟（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经开区一直致力于建设创新
型开发区，全区有五位海外高层次人才获得
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称号，宇通客车组建
了国家唯一的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中铁装备建成了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以及世界最大的矩形盾构机生产基地。

丁雷（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州未来是国际商都，又是

“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枢纽节点城市，
跨境贸易电子、郑欧班列、国际陆港将会
推动自贸区的建设，这些都需要一个国际
化水准的生态宜居城市，这就是我们建设
的滨河国际新城。这个新城在规划当中非
常突出的是人们在 300 米可见绿，森林覆
盖率会超过 40%，水域面积会超过 26%，区
域空气质量指数小于 100，公共垃圾处理率
可达 95%以上。市政建设方面，新城规划
建设了一条城市综合管廊，这也是河南首
个已建成的综合管廊示范段工程，破解了

市政管网维修时的挖沟问题。基础设施方
面，新城规划有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国际
设施，我省唯一一块领事馆用地就规划这
里。人文历史方面，新城里有河南仅存最早
的司赵火车站和千年法云寺等中国古典元
素。新城会伴随着河南国际化进程的加
快，成为河南国际化标准居住的一张名片。

李文合（明湖办事处群众代表）：我对
幸福生活用 20 个字来概括，环境优美、出
行方便、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生活幸福。
这是我对幸福生活的感悟，也是辖区广大
居民共同的心声。我相信，今后的生活会
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强。

李海峰（郑州雅晨生物有限公司创始
人）：2013 年 8 月份在经开区，我又重新创
立了现在的公司，这里有一站式、保姆式的
服务。经过两年的发展，公司拿到了国内
所有的批文，产品已经开始上市销售了，很
感谢经开区对我们“海归”创业的扶持。

崔绍营：六星级产业集聚区不是终点
只是起点，是我们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发展的起跑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经开区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

刚奠基的第 6 代低温多晶硅薄膜晶
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其科技含量、投
资强度、规模水平都创了河南之最，为郑
州乃至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创造了更
好的条件。经开区就是要适应国内国际
新形势，放眼更宽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起
跑线上来谋划更大的事。“十三五”征程
中，经开区将全面实现“3366”工程，即打
造 3 个超 500 亿的工业项目、3 个超 300 亿
的工业项目、6 个超 100 亿的工业项目、6
个超 50 亿的工业项目，通过龙头企业带
动形成集聚效应，向着全国开发区第一方
阵迈进。③10

数年磨砺、一朝闻名。南
边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北边有郑东新区，位于两区
连接地带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闺藏深处，在 2014 年全省产
业集聚区综合考核中，摘得全
省首个且唯一的六星级产业集
聚区桂冠，实现“一年添三星”
的历史性跨越。

产业集聚区是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城乡结构、转换动力结
构的基础性工程。在坚持开放
创新双驱动的发展战略下，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狠抓主导产
业转型升级、着力做大汽车产
业、做强装备制造业、做优现代
物流业，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实
现产城互动发展，经济体量进一
步做强做大，成为全省现代产业
集聚发展的排头兵，正向着全国
开发区第一方阵加速进发。

变中寻机、乘势而上，韧性
好。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抢抓
国家推出的“中国制造 2025”、

“中国工业 4.0”升级机遇，坚持
向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要动力，第
6代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液晶
显示器件项目开工建设、海尔

（郑州）市场创新产业园已实现年
产600万套空调规模、中铁装备集
团研发的泥水平衡式盾构机成
功下线，不断夯实经济持续增长
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保持经
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提
升经济发展柔韧性。

开放创新、集聚突破，潜力
足。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
实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坚
持向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要支
撑，全国第三家、中部首家的郑
州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已通
过预验收，郑州出口加工区 B
区已通过预验收，郑州经开综
合保税区申报材料已顺利进入
国家十部委联合会签程序，中
兴产业港、联东 U 等创新创业
综合体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新的增长点正在加快孕育并不
断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
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量，
实现经济发展持续性。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六
星之路，为全省产业集聚区发展
提供了一个“经开蓝本”。实践
证明，产业集聚区正成为我省转
型升级的突破口、招商引资的主
平台、农民转移就业的主渠道、
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经济新的增
长极。③10 （栾 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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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产 业 集 聚 六 星 闪 耀

开放创新：“E贸易、郑欧班列、中铁装备”绽放异彩

跨越发展：“一年添三星”摘得六星桂冠

物流通关：不仅是“一站式”，还有吃喝玩乐的能力

产城融合：投资、工作和生活的人都能感到幸福

韧性好
潜力足

11月 11日，河南日报“四个全面”大家谈第二十七站走进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⑤4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崔绍营
郑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

史占勇
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

李雪生
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
副书记、郑州
国际物流园区
党委书记

孙 阅
河南郑州出口
加工区管委会
副主任

景建勋
郑州国际陆港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韩爱娟
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品宣中心
总监

卜照华
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

丁 雷
中建（郑州）城
市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总经理

庞学元
大信整体厨房
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希伟
河南留学人员
创业园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

李海峰
郑州雅晨生物
有限公司创始人

李文合
明湖办事处
群众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