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产业异军突起4

服务激发发展活力3

站位高端、谋划引领

HENAN DAILY专 版 52016年 5月 11日 星期三

●● ●● ●●

郑州中原特色商业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硕果挂满枝，春风催人进。4月18日，

在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上，郑州
中原特色商业区获评 2015年度“河南省
十强服务业两区”。

考评犹如一块试金石，检验出中原特
色商业区这块“金子”的成色。郑州中原特
色商业区于 2014 年、2015 年连续两年获
得“河南省十强服务业两区”称号，在仅有
的三家“河南省三星级服务业两区”中，中
原特色商业区是郑州市唯一获评的商业
区。

近年来，中原区委、区政府响应省委、
市委要求，全力打造具有中原区特色的商
业街区，发展目标日益明确，发展思路日益
清晰，尤其是在业态提升、推动产业发展和
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郑州都
市区锻造了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吸引
着海内外游客、投资商纷至沓来。

中原区是如何取得这些优异成绩的？
本报记者近日赴郑州市中原区对此进行了
采访。

中原区是郑州的老工业基地，始建
于我国“一五”、“二五”时期，一度是郑
州乃至河南工业的重要功能载体。在这
一区域云集郑州棉纺、郑州二砂、郑州电
缆厂等大型国有骨干企业 40 余家。新
时期，中原区该如何应对“互联网+”的
浪潮和传统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机遇和挑
战？

审视郑州都市区地图，中原区在郑
州市东西“一体两翼”、均衡发展的城市
发展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建设郑
州中心城区西部核心区。破解产业调
整、转型升级等发展难题，考量着决策层
的眼光与智慧。

按照省、市中央商务区和特色商业
区“两区”建设要求，中原区委、区政府审
时度势，结合区位优势，高标准编制完成

《中原区特色商业区发展规划（2013—

2020年）》。作为省级特色商业区，“中原
特色商业区”规划面积 2平方公里。

高 度 决 定 视 野 ，规 划 决 定 发 展 水
平。依据未来产业空间布局的要求和规
划区的历史现状，中原区在对老城区历
史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延伸的基础上，
按照“特色突出、优势明显、产业集聚、布
局合理、功能复合”的基本原则，在规划
区内又划分出“五区、五街”。

五区即“综合商贸区、文化创意游览
区、商务创智区、现代商住区和品质生活
区”；五街是指“特色商品街、商业步行
街、时尚精品街、餐饮美食街、教育培训
街”。五区，恰似着色晕染，处处有鲜明
特色；五街，如同白描线条，条条如点睛
之笔。将中原特色商业区勾勒得如同一
幅精美的工笔画卷。

中原区委书记王万鹏指出，中原区

将坚持高起点、全覆盖规划引领，实现三
规合一；坚持统筹发展，2 平方公里区域
内实现一项政策、一个规划、一项推进机
制，确保特色商业区一张蓝图绘到底。

经过慎重论证，紧扣全区产业规划，
中原区围绕“有序推动旧城改造，加快产
业集聚、业态升级”发展核心，基于自身
优势，确立了特色商业区的发展定位：

“抓住一个中心（即都市创新创意产业）、
搭建两个平台（即中原互联网创意产业
园、二砂文化创意产业园）、强化三个支
撑（即大学生创业园、创客空间、知识产
权交易中心暨科技产业孵化器）”。

靠“ 一 个 中 心 、两 个 平 台 、三 个 支
撑”，打造“郑州西部商业商贸中心及彰
显工业文化特色的都市休闲区、现代都
市文化创意区”，成为中原区在新常态下
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们要充分发挥特色街区在经济
发展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区委书记王万
鹏说，“依托中原区深厚的产业文化积
淀、中原路核心轴线的辐射带动，把特色
商业区发展与原有产业相结合，与城市
改造相结合，与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相结
合，努力营造‘当前有突破、后续有动力’
的发展格局。”

通过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拓
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和载体，丰富服务业
态，完善服务体系及功能。于是寸土寸
金的中原区，正通过加快推进城中村改
造，壮大产业集聚规模，提升服务业发
展质量与能级，初步构建起以楼宇经济
为载体，以创意园区为平台，以“现代商
贸、商务科技”为支撑，以“文化创意、工
业旅游”为亮点的“2+2+2”现代服务业
体系。

特色鲜明的商业区，是一座城市的
醒目名片。

沿着中原路向西漫步，裕达国贸、万
达广场、卡莱顿（郑州）国际大酒店林立，
精品百货、星级酒店等高品质休闲商业
圈已然形成。

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新的业态、新的
项目，在中原区落地，发展后劲十足。恒
大中原经贸城、中原文化广场、中信广
场、罗庄城中村改造北区商务楼宇等城
市改造和建设项目相继启动。

在建设国际商都的新一轮征程中，
提升服务业比重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占
比，改变传统工业区服务业轻的不合理结
构，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方向。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中原区按照“五区五街”的功
能布局，合理配置资源，集聚高端技术、智
力要素，加快中原特色商业街区建设。文
化创意、现代商贸、综合商住、商务创智四
个业态区域相互联动，互为补充。

走进中原特色商业区，放眼所及，处
处展现出生机与希望：

作为配套产业，位于伊河路工人路

的郑州晚报集团教育广场依托林山寨城
中村改造项目，整合周边各类国内外培
训机构，发展线上和线下教育培训，打造
品牌教育培训基地。

周末的中原金街熙熙攘攘。这条依
万达广场而建的商业街正在申报省级特
色商业街。金街负责人表示，我们正在
努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商业购物环境，
为群众提供良好服务，为进一步提升中
原区的现代服务水平做出贡献。

中原金街不仅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
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环境，也使中心城
区的商业档次和品位进一步提升，辐射
和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该项目在丰富
满足市民消费需求、扩大城市就业、提高
大商贸发展水平、增强中心城区辐射力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托万达广场、锦艺城等商务楼宇，
中原区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吸引金融服
务、研发设计、电子商务等总部企业入驻
发展。鼓励王府井百货、大商新玛特、中
原万达等商业综合体，转变经营理念，提
高管理水平，发挥商圈核心带动作用。

2015年，在普遍经济下滑的形势下，
特色商业区逆势而上，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成为郑州西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翻开中原特色商业区发展的“成绩单”，
呈现的是一串串让人眼前一亮的数字——

特色商业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40.1
亿元，同比增长 11%；主营业务收入 101
亿元，同比增长 10%；税收收入 3.62 亿
元，同比增长 201%；入驻企业 127 家（规
模或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 36家）、个体工
商户 892 家，共吸纳就业 14208 人，同比
增长 30.7%；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9 亿元（其中基
础设施投资 7.25 亿元），同比增长 3.6%；
实际利用市外资金 18.89亿元，同比增长
45.3%。

区委书记王万鹏一语道出这些数据
对中原区发展的意义：中原特色商业区
经过换挡提速，已步入发展快车道，集聚
带动效应显现。在特色商业区的辐射带
动下，一批重点项目、特色服务业应运而
生。特色商业区已成为中原区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招商引资的主要平

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民生改善。
今年，管委会确立 2016年工作目标，

力争在 2015年基础上完成营收和税收增
长 20%，投资完成增长 30%，初步形成互
联网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双行的格局。

展望未来，到“新三年行动计划”收
官的 2017 年，中原特色商业区预计新增
投资将达到 1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60
亿元，税收收入 5亿元。到 2020年，营业
收入达到 280亿元，税收收入 14亿元，从
业人员 10万人。

虽然已具备一定基础，但要实现特
色商业区的晋位升级，中原区仍有一段路
要走。对此，区委书记王万鹏在近期调研
中指出发展路径：特色商业区要围绕“一
目标，三定位”，统筹谋划各项工作，“一目
标”即通过数年的努力，达到“一楼一主
业、一街一特色、一年一台阶”的发展目
标，“三定位”是将中原特色商业街区定位
为“吸引全市总部经济、创新企业、高端人
才的新高地；全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的
助推剂；全区文化创意、楼宇经济、商贸流
通、创新创业的示范带动区”。

“公司正为办公用房紧张发愁，打算
搬迁。没想到区领导亲自登门服务，和
我们一道商量解决。现在办公用房、职
工住房问题都圆满解决。”难题一个一个
被解决，中石化华北石油局工程有限公
司负责人对今后的发展信心满满。

今年年初，管委会工作人员在走访
辖区内的华北石油局工程有限公司时
获悉，企业因内部调整需要合并重组其
下的河南油田工程公司，重组后的新工
程公司因现有办公用房紧张拟迁往他
处，管委会立即做出反应，积极帮助企
业寻找办公用房，协调解决新增员工住
房、子女入学等问题，目前该公司已入
驻新蒲大厦。

服务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产品竞争
力；服务对于政府来说，就是投资吸引
力。中原特色商业区管委会把精力盯
住企业，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定期对企业进行深入走访调研，及时
给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用政府的

“服务效率”，换企业的“发展效益”。
树立大服务理念，做优服务、做强

服务，积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是中原
区始终坚持的导向。该区进一步明确
特色商业区管委会工作职责，强化管委
会对特色商业街区发展的引领作用，相
关街道、局委积极主动作为，健全完善

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同时，特色商业区
管委会及时对接重点工作推进领导小
组，优先推进区域内涉及项目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及政策实施等工作，为中原
特色商业街区提供坚实保障。

管委会坚持服务创业，站在企业发展
和全区产业推进的角度，做好服务工作。
引入总部经济，按“一楼一主业”的规划目
标，促进楼宇经济发展是结合当前经济发
展形势和商业区实际，管委会一方面积极
上报区委、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一方面
加强与企业沟通协调，把招商和育商有机
结合，形成区内企业良性发展的局面。

为形成相关单位协调并进的良好
局面，中原区初步将任务分解细化到相
关街道和局委，实行月督察、季评比、年
考核，并依据结果予以奖惩。同时，充
分发挥好管委会协调推进作用，引导创
新创意产业入驻，吸引总部经济入驻，
并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协调各职能委
局为企业跟踪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困
难。努力营造能把企业请进来、留得
下、做得好的良好氛围。

从创客空间的办公室南望，可以看
到不远处的罗庄小区建筑群。“从住处到
办公室，走路用不了十分钟。非常方便，
创业成本是深圳的一半。”创业者小唐感
到很满意，周边配套设施很完善，衣食住

行均方便。
中原区采取“特色商业区发展与原

有产业相结合，与城市改造相结合，与
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相结合”的举措、构
建 15 分钟生活圈，营造有利于高端人
才集聚、高素质人才集聚的生活环境。

为了能持续激发园区产业经济发展
活力，管委会在促进楼宇经济发展、服务
企业上市、电子商务、税收优惠、团队（人
才）招引等方面推出一揽子优惠政策，着
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与河南工
业大学、中原工学院两所高校的“大学生
创业园”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将通过与
互联网创意产业园、二砂文化创意产业
园等进行多方位互通合作，一方面为在
校学生提供创业平台，一方面为园区发
展引进储备人才，培育园区发展后劲。

管委会以提升全体人员素质为抓
手，认真抓好学习，全面提升服务意识、
经济意识、创新意识、大局意识，深入了
解产业升级转型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作用。挖掘、探索创新创业面临
的困难、问题和机遇。寻找符合发展规
律、适应中原环境、满足企业需求的路
径。管委会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学习，提
高全体成员经济意识和服务意识，打开
了工作思路，形成了积极主动、勇争上
游的干事创业氛围。

5月 7日，周六。走进位于特色商业区的中原互联网创意产
业园，高大宽敞的路演大厅里，正在举行一场精彩的互联网+商业
模式研讨会，年轻的创业者们与演讲嘉宾正在进行一场“头脑风
暴”，现场气氛活跃。

宽大的落地窗，整洁的工作台，舒适的咖啡厅，开放的路演大
厅……这一全开放式的办公空间，创客工作室、学术报告厅、大数据
室、公共仓储和众创咖啡、众创空间等一应俱全，创新创业合作模式
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经过筛选后的项目可免费入驻。有着创业金
点子的年轻人将在这里挥洒热情、迸发智慧，实现他们的梦想。

截至目前，中原互联网创意产业园上下三层已入驻项目和团
队 50多家，“仅仅三天时间，产业园的 4080平方米的创业空间已
经全部招满，迅速形成了一个创新创业综合体及创客研发、孵化、
加速的产业园”。郑州微创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伟豪说。

互联网产业园是创新创意产业的孵化和发展基地，“在综合体
里，可以实现科技企业孵化、创业培育、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科技
服务、科技投融资服务、人才集聚。”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值得关
注的是，这里不仅有年轻的创客，也有院士入驻。工程院院士张铁
岗在此落户，设立办公室开展煤矿物探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

着眼科技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事业稳步推进。橙石创科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诞生并扎根于中原区本土的互联网高科技创
新企业，目前已拥有全省首家自主品牌的“小哇手机”、“嗨聊”软件
等多个“互联网+”品牌。管委会本着培育本土企业的宗旨，与企业
积极沟通协调，明确了集电子商务、移动通信终端研发与生产、计
算机软件开发、快捷支付、融资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为企业发展
方向，并积极协助企业做好策划、宣传、树立形象等工作。

在中原互联网创意产业园内设立的中原区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内含三大服务平台，即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技术转移综合
服务平台以及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2016年开始有效运营，
为辖区创新创业个人（团队）和科技企业提供专利申请、知识产权
保护、技术合同在线交易、技术转移、政策讲解等综合服务。

为了让企业更安心、更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管委会还设
立了“一站式”行政审批办理中心，为企业的进驻、审批提供一站
式服务；已建立了技术交易中心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既能使企业持续发展，也为园区后续发展提供动力。

同时，为了更好地给企业提供服务，管委会后续将提供法律
咨询、投融资咨询等服务，现已畅通了杉杉基金、橙石天使基金、
郑州银行、民生银行等投融资渠道。据介绍，目前，互联网创意产
业园已与百余家企业达成入驻意向，预计 2016年底可入驻小微
企业 500家以上。

阳光从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隙间洒落。在巨大的高炉和车间
厂房的掩映下，上世纪 50年代的德式建筑静静矗立着，面对着不
远处喧闹的马路。

历史仿佛定格在这座年代悠久的工厂，弧形锯齿式德式厂房房
顶，粗大的热力管网，高大的烟囱……这里是“一五”期间由原民主
德国帮助，在郑州兴建的全国最大的砂轮厂——中国第二砂轮厂。

这里，是郑州工业的成长摇篮。烟囱和厂房，见证了工业文
明的进程。不久后，这里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工业遗存与创
意产业相结合，更让老工业基地散发出新的魅力。

5月 8日，一场《中原的 1995—2016》摄影展在昆仑望岳艺术
馆举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老厂房、老电影、老物件、老时光，流
年记忆，诉说情怀。在郑州电缆厂旧址之上，破旧的老厂房如今
焕新为一座被文化熏染的昆仑望岳艺术馆。

“工业筋骨艺术气韵”的昆仑望岳艺术馆作为旧厂房遗存改
造的一部分，是二砂文化创意园建设的先锋军。

一走进厂房的内部，原本充斥着机油气味的地方，竟传出了
淡淡的咖啡香；而刺耳的机器噪音，也被若有若无的轻柔音乐取
代了。记者看到，老厂房剥去了旧外衣，经过外墙处理和艺术设
计后焕然一新。红砖灰墙、平整路面、错落有致的布置，都留有浓
厚的工业印记。

二砂文化创意园是省、市、区确定的一张城市名片，也是园区
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孵化地。该项目的建设不仅留存了城市
记忆、凸显了地方特色，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形成产业的集聚，
同时也有助于人才的集聚和文化的传承，形成园区持续发展的动
力之源，更增强了郑州中心城区的辐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省会
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灵魂。管委会与郑州市国资委、郑州
国创集团积极对接，经多次沟通、交流后形成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的工作思路，以二砂闲置老厂房为依托，启动融合了工业遗址保
护、工业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素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建
设。管委会帮助企业联系广东励丰科技、大连博涛文化科技、珠影
集团、北京幻方等关联企业，加快园区业态及入驻企业选择。目前
先导区商户外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截至目前，园区城市设计、整体
项目策划及业态规划工作进行完毕，已开始建设项目推广中心。

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在这传统工业带上，一家家文化企业
在落地，一个个文化符号在崛起，文化创意产业将在这里生根发
芽、发展壮大。

特色商业区，“特色”源于不断地创新，创新离不开高层次人
才。

目前，辖区内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有 49人，具有高级职称的
2561人，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有 1921人，院士工作站 6个，为园区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结合中原区尤其是规划区内的发展现状，在

“以商招商、培内育商”的同时，特色商业区把重点放在了扶持本土高
成长型科技企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产品的互联网+、新硬件+等大
众创业平台上，并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政策、鼓励企业引进人才。

为进一步形成人才集聚，助推发展的局面，管委会积极与高
校资源对接，增强企业的内生力、续航力。拟在中原区兴建“设计
园区”，在把辖区内 9家设计院所整合的同时，吸引国内知名研发
设计企业入驻，为辖区内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储备。

在 2015年度“智汇郑州 1125聚才计划”中，中原区有 3名人
才及团队入驻特色街区，分别为：工程院院士张铁岗带领的河南
景惠科技有限公司创业领军团队、河南竟茨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
桑国仁为创业紧缺人才、河南英曼科技有限公司的赵晓峰为创新
领军人才。

展望未来，中原区委、区政府表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原区将竭尽全力，集中资源要
素，围绕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下功夫，中原区正在扎实向打造
精品特色商业区的目标迈进！建设郑州中心城区西部核心区宏
伟蓝图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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