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年时间，河南的一家建材公司从年产值 200 多

万元猛增到如今的近 2 亿元。这家建材公司技术过

硬，却曾经濒临破产，后来选择与金水区国家知识产

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的飞鱼设计（郑州）有限公司合

作，进行工业设计。

“这就是这家建材公司当时的生产设备。”4月 22

日，飞鱼设计（郑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楠指着幻灯

片上的图片对记者说，“他们只注重和生产相关的技

术问题，对于生产设备的外形、厂房的布局、产品的

外观设计等都不关注。我们的工业设计创新团队对

这家公司的一系列机器外观、产品包装进行重新设

计，对轨道输入系统、粉尘过滤系统、各部件有机组

合等关键技术环节进行了改造，自主研发了全国首

条高帕兆磷石膏煅烧生产线，年产高档石膏 10万吨，

消化当地金矿、磷肥厂的废渣 20万吨，申报各类专利

30 多件。另外通过品牌形象设计包装，吸引了上海

软银公司战略投资 4000 万元。如今，这家企业已经

脱胎换骨，占据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

近年来，郑州市金水区多措并举，汇聚这些创业

创新的力量，并转化为生产力。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该区打造出一个涵盖金水科

教园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金水特色

商业区、大学生创业园、飞地经济产业园、金融港五大

载体和科技创新综合服务平台、人才信息化服务平

台、技术支撑平台三大平台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如今，在这片热土上，一股股创新驱动、赢取未

来的大潮此起彼伏、奔涌而来，谱写出经济发展的精

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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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双创”战略 擎起经济高地
—— 金 水 区 探 索 创 新 创 业 发 展 之 路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冯刘克 本报通讯员 王珺洁 李静

走进金水区大学生创业园平达园区，记
者被高校毕业生们的创业热情所感染：1.4
万平方米免费场地、政府每年 2000 万元投
入；200多人争先入驻、180个创业项目风生
水起、800 多人找到工作……如今这些入园
企业中，有的从原先只有两三个人的“小作
坊”式经营，成长为拥有细化分工的多个部
门、几十人的合作团队；有的从入园之初的
默默无闻，到今天的行业新秀。

目前，金水区依托高校资源建设、引入
社会力量，已建立了平达园区和牧业经济学
院园区两个大学生主创业园，河南农业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科技市场为孵化分
园，全区已形成“两个主园、若干分园”的“2+
N”创业孵化格局。

作为金水区大学生创业园入驻者之一，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甘鑫，从
当前的空气质量中嗅到了商机。在他的带领
下，一群创业小伙伴成立了河南金群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从事室内空气质量
检测、污染治理、空气净化产品、家用净水产
品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现代化环保科
技企业。当谈到正在研发的项目时，甘鑫说：

“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环保、越来越重视健
康，市场对环保产品的需求量很大，我们对自
己打造的室内空气检测治理专业平台很有信
心，相信市场前景不错。”据了解，目前该公司
有 6名员工，12名兼职，全部都是大学生，有
的刚毕业，有的即将毕业，甘鑫希望能吸收更
多的创业伙伴一起研发新产品。

“Rainet 云灌溉系统”先后获得 2014 年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河南赛区计

划赛特等奖、第三届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
赛区团队组三等奖、第三届全国创新创业大
赛河南赛区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奖、河南省
第二届专项大赛二等奖等众多荣誉。它的
设计研发者是河南锐利特计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贵松。2013年，郑州轻工业学
院软件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的杨贵松开始了
自己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之初是艰苦
的，我有技术，有专利，但是没有资金。2014
年 9月我入驻了金水区大学生创业园，相关
政策的扶持、园区的帮助和氛围让我的公司
有了很多机会和合作伙伴，从而得以快速发
展起来。”

除了大学生创业园，众多新型孵化器在
金水区也承担着培育初创企业“温床”的功
能。河南众诚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是以河南

科技园区为主导成立的孵化器公司，2014年被
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
已形成“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创新链
条综合服务体系，使入孵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得到孵化器公司的全方位服务。

金水湾企业孵化器、慧谷智库众创空
间、金科教产业孵化器、西亚斯亚美迪孵化
器、杨金高科众创空间等风生水起，各具特
色，均给初创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

在金水区委书记郑灏东看来，激发大众
创新创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它不仅
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就业人
口，保障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引导
社会资本投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
商业模式，不断创造新的投资空间和消费产
品，从而拉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营造创业环境 护航梦想启程

“以知识产权为引领，以工业设计为主
体。这是我们园区的定位。”金水区国家知
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管理委员会招商
运营部部长李福岐介绍，“目前，园区起步区
已入驻有深圳浪尖、北京合享新创、杭州飞
鱼等国内外知名工业设计企业和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 30余家；核心区入驻创客团队、软
件设计、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各类
研发企业和团队 134家，汇集各类创新人才
1.2 万人，成为全省知识产区、创意产业、技
术研发人才最密集的高地。”

“这些入驻企业为河南制造业服务，我
们为入驻企业服务。”李福岐对记者说，“园
区运行以来，先后投资 2000多万元，搭建或
引进了信息服务中心、知识产权孵化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快速成型制造中心、创意设

计展示体验中心、河南省旅游产品研发中
心、知识产权创意设计专业图书馆、专利检
索咨询中心河南代办处等八个服务平台，可
为园区企业和全省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
代理、信息咨询、法律保护、专利检索、专利
孵化等一站式服务。”

与此同时，金水科教园区的科技创新能
力也正在逐步显现。由西亚斯学院和亚美
迪集团共同打造的以吸引美国硅谷和印度
班加罗尔海外高端人才为主的西亚斯·亚美
迪国家软件园项目、由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
和河南生产力投资促进中心等共同打造的
中以科技城项目、北大国际创业孵化中心项
目、清华启迪科技创新城项目等 29个产业项
目已陆续开工建设。这些项目聚焦高新技
术，引进前沿人才，将为金水区，乃至郑州市

和河南省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后劲。
据 了 解 ，近 五 年 ，金 水 区 财 政 科 技 创

新累计投入达到 4 亿元，拉动社会科技投
入超过 12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
100 亿元。 2015 年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
量分别达到 4000 件和 2300 件，位居全市前
列。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9.8 件，稳居
郑州市第一。120 个项目获得重大科技专
项，占郑州市重大专项的 30%以上，其中
河南金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决策系统等 14 项技术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全区新增技术交易
机构 100 家，总数达到 500 家，技术交易额
累计达到 40 亿元。

宋建成是郑州市安吉化工塑料机械厂
的企业经理，他负责的“液压支架架间控

制器的开发”项目被评为省科技创新人才
计 划 项 目 。 以 科 技 促 提 升 ，靠 转 型 谋 发
展，安吉化工的市场表现愈加稳健。该企
业的发展历程也诠释了金水区引导辖区
企 业 结 构 调 整 、向 高 端 迈 进 的 理 念 。 目
前，金水区累计拥有各类技术中心和重点
实验室 123 家，高新技术成为该区产业发
展的有力支撑。

金水区区长陈宏伟表示，“金水区按照
主城区和科教园区错位发展的思路，让创新
之‘形’转化为发展之‘势’。以生活性服务
业为基础、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以新兴
产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为主攻方向，商贸服
务、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电子信息、创意设
计、软件研发、生物科技、服务外包和楼宇总
部‘8+1’主导产业正在形成。”

实施创新驱动 构建产业体系

4 月 8 日，第三届金水区招商大使年会
暨重点项目发布会上，受邀而来的美国西耶
斯亚美迪集团总裁、金水区招商大使联合会
会长陈肖纯，印度班加罗尔世贸中心副总裁
博思奈尔等 16位来自美国、印度、英国等境
内外知名企业家发布了 23个国际合作项目，
其中开豆英语教学平台项目、医疗垃圾现场
处理和再生能源系统项目、牙科骨科医学再
生材料项目在全球首次发布。

金水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导向，经过
严格的遴选程序，面向全球聘请一批具有
较高社会知名度、熟悉国际资本运作、具有
国际招商经验的杰出人才担任招商大使。
通过借助招商大使良好的社会知名度、丰

富的企业关系和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架起
一座桥梁，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客商到金水
区投资兴业，吸引更多的人才到金水区创
新创业。

从重视物力投资转向重视人才投资、从
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从招商引资转向招
才引智，换一种引擎领跑发展。“优于中西
部，看齐江浙沪”。金水区制定出台了提供
人才支撑的实施意见、创新创业人才扶持办
法，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实施意见等优惠政
策，对创新团队，给予 300 万元-500 万元的
资金扶持，提供 300平方米以上的场地，政府
买单 3 年。同时，还制定了相关的医疗、教
育、就业、住房等优惠政策，开通创新创业服

务热线，建立健全跟踪服务和沟通反馈机
制，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全
过程服务。建立了以海归人才创业园、大学
生创业园(科技园)、人才工作联络站、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技术洽谈会为主要内容的公共
服务载体平台。

目前，金水科教园区已经汇聚张锁江院
士“新能源”工作站和邓子新院士“生物工程
技术研发”工作站 2 个院士工作站，中组部

“千人计划”专家伍永安博士“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智能教育开发与推广”项目、牛艳辉
博士“全效高性能沥青混合料研发生产”项
目、何伟博士“肺癌循环肿瘤细胞检测”项
目、彭秀东博士“智能制造和智慧工厂中的

软件及自动化”项目 4个专家团队，示范带动
意义显著。

践行中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借创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势，金
水区聚集高水平资源、构建与国际规则接轨
开放体系，打造创新创业高地，“十三五”开
局喜迎“开门红”，第一季度数据喜人，地区
生产总值完成 210.2 亿元，同比增长 8.1%。
其中，服务业完成增加值 189.6亿元，同比增
长 9.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3.4亿元，同比
增长 8.2%；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98.2亿元，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 17.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完成 12.26亿元，同比增长 11.2%；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完成 175.8亿元，同比增长 6.1%。

大力招才引智 拓展创新源泉

省委书记谢伏瞻带队调研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省委常委、郑州市市长马懿
参加调研。

国家知识产业园区大厦

金水科教园区

金水区大学生创业园工作场景

在校大学生走进金水区大学生创业园

金水区承办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水路立交桥——中州大道与金水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