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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古都 出彩新城
——腾飞中的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一

夷门自古帝王州，八朝古都积蕴
厚。1000年前，《清明上河图》记录了
开封城举世无双的繁华。

北宋建都开封168年，东京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逾百万，富
丽天下无。

思接千载，意图复兴。锐意进取的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已成为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跨越发展的新引擎。

二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面积约
300平方公里，人口40万，于1992年经
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2010年升级
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地处豫
东大平原的中心地带，是新亚欧大陆桥
的重要节点，是贯通中国南北，承东启西
的交会点，东接开封老城区，西邻郑州中
牟，南至郑民高速，北依黄河岸边，驱车
至新郑国际机场仅需 40 分钟即可到
达。陇海、京广、京九以及郑徐高铁组成
了毗邻“米”字形铁路交通大动脉，周围
环绕着连霍、京港澳、大广、日南、郑民等
六条高速公路。郑开大道、郑开物流通
道等多条骨干道路与郑州路网衔接，郑

州至开封的城际铁路贯穿示范区。如此
便利的交通，使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紧紧抓
住中原经济区、郑汴一体化、航空港实
验区、自贸试验区等政策机遇，勇立潮
头，领舞复兴，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开放、
项目带动战略，以改革促创新，以开放

求发展，着力打造行政审批便捷、办理
流程规范、服务保障到位的全方位“金
牌服务”。陆续引进了恒大童世界、绿
城桃李春风、绿地中部创客天地、居然
之家及大宏喜来登酒店、中联重科智能
大马力拖拉机等一批国家及省、市重点
项目，初步形成了以汽车农机及零部
件、电子商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
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集

群，特别是随着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
区的加速建设，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
了全面跨越的快车道。

商务中心区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
区域，以总部经济、金融创新、电子商
务、文化传媒等业态为发展重点，以运
粮河组团为依托，加快恒大童世界项目
建设，着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金融服
务、会展旅游、高端制造、文化传媒、健

康养老等产业。以开港经济带为载体，
推进郑开物流、汽车零部件、生物制药、
光电、文化旅游等产业园区建设，加快
郑汴一体升级融合。依托郑汴沿黄生
态带建设，利用自然休闲体验资源，推
动运粮河生态湿地保护、黑池周边湿地
保护、开封西湖生态修复与保护等生态
项目，让城市与大自然完美融合。

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区生产总值
（GDP）完成102亿元，同比增长8.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36.5亿
元，同比增长3.2%；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完成162.67亿元，同比增长2.5%；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完成78.14亿元，
同比增长12.4%。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和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建设步伐的加快，如今开封城
市特色更加彰显，城市形象更加绚丽，
外在古典、内在时尚的“新宋风”城市风
格更加突出。以“十湖连通”为契机，彰
显“北方水城”特色，完善城市水网、绿
网、路网体系，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
文化城、以业兴城，打造产城融合示范
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依托郑汴
学研带建设，河南大学、开封大学、黄河
水利学院等高校每年向外输出 8万余
名优质人才，为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
血液，激发了城市创新活力和创造潜

能，为探索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发展模
式，推进城市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网格
化、智能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城宋韵半城水，西湖美景留人
醉。开封西湖美在曲径通幽，美在绿树
掩映，美在亭台楼阁，美在千顷澄碧。蜿
蜒清幽的湖岸，细白如银的沙滩，印下了
孩子们的脚印，奔放着金色的童年。郑
开大桥长虹卧波的壮观，小亭日暮兴尽
晚归的流连。清风一缕，华灯初上，是
谁，打开了西湖水秀的折扇？是谁，在明
月窗下醉了流年？沿湖畔小道缓行，一
处处宋风宋韵，一座座皇家庭院，琼林苑
里，魁星阁前，金池夜雨，翠幕涵嫣……

这里是北方水城的家园，闲庭信步
宁静放松。

这里是政府规划的宝地，明珠璀璨
人杰地灵。

这里有便捷发达的交通，融通国际
交流世界。

这里有优惠宽松的政策，事业腾飞
前程似锦。

这里是都市风貌的标杆，一城尽享
华彩纷呈。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这座充
满着无限动力、活力与魅力的开发开放
型新区，正用她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破浪
前行的人文精神期待着您的到来。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欢迎您！

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稳中求快”总基调，着力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突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产业不大不强
这个最大短板，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条主线，打破路径依赖、思维定势和工作惯性，
做强汽车农机零部件产业，做大生物医药产
业，做精电子信息产业，做优电子商务产业，做
好现代服务业，不断增强全区经济增长内生动
力，全面提升经济转型发展新形象。

今年以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围绕
做好以业“兴”城这篇文章，在基金扶持、科技扶
持、投资服务、基础功能完善上不断加大投入，
为各类企业研发、技改、扩产、转型、升级提供了
大力支持，使得全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运
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截至8月底，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16家，在库5000万元以
上投资项目达3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
17家，省市级工程技术中心达28家，阿里巴
巴、北京微众等40多家电商企业入驻开封电子
商务产业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区投资规
模近百亿元，以奇瑞汽车、中联重科、共创起重、
牧宝车居为代表的科技龙头企业，围绕新材料、
新能源、新技术产业，在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平
台建设等领域申报科技专项29项，有力地支撑
和拉动了园区企业的创新发展。

坚持城市建设管理精细化，着力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今年以来，开封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围绕提升城市建设新形象，按照把
握“三大关键”、抓牢“四个载体”的要求，积极
谋划推进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
城三篇文章，全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
取得新成效。

实践中，严格按照“规划一支笔、建设一张
图、管理一盘棋”和“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
高效能管理”的原则，扎实做好规划、建设、管理
三个关键环节，牢牢抓住“两改”“两治”“双提”

“双修”四项具体工作，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补
城中村改造短板，补违法建设、违法占地短板，
补生态绿化短板，全力开展“两整顿两整治”活
动，打响了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投身于开
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在彰显示范区新形
象中持续提升新城魅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认真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增财力向民

生倾斜，对中央有部署的坚决做到、省里已出台
的认真兑现、群众有需求的逐步完善，实施十大
民生工程，着力推进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民
生事业，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把握“四大重点区域”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实施范围20平方公

里，位于郑汴两城之间，处于国家级开封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区域，
以郑开大道为轴心展开规划布局。按照区域
划分，开封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服务外
包、医疗旅游、创意设计、文化传媒、文化金融、
艺术品交易、现代物流等服务业，提升装备制
造、农副产品加工国际合作及贸易能力，构建国
际文化贸易和人文旅游合作平台，打造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区和文创产业对外开放先行区，促
进国际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截至目前，自贸试
验区开封片区新入驻企业1516家，新增注册
资本361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47家。

运粮河组团
运粮河组团位于示范区西部，开封市与

郑州市交界处，是郑汴一体化发展的最前沿，
规划面积34平方公里，该区域是开封西部城
区产业配套的生活服务功能区。该区域重点
发展国际医疗、金融保险、国际贸易、文化旅
游、进口商品展示、电子商务等产业。已经入
驻的企业有中国恒大集团、河南建业集团等多
家行业领先企业。在此区域内恒大集团布局
了恒大童世界项目，积极开发文化旅游产业项
目。目前示范区致力于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科
技创新的优质平台。

开港经济带
开港经济带是开封“十三五”规划的“四带

三区”中重要的“一带”，是打造郑汴一体化升级
版的主要载体。开港经济带以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朱仙镇组团、开港经济区为重要节点，三
个组团发展各有侧重。正在建设的开港大道
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全长57.4公里，将把沿
线多个产业片区串联起来，形成经济快速发展
的“郑汴港金三角”。示范区在该区域将有序展
开产业布局，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
物流业，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金融、大健康和电子商务等产业。

沿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带
示范区在连霍高速公路以北水稻乡规划

了68.3平方公里的沿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带。围绕“生态休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的功
能定位，依托郑汴都市区辐射带动作用，将生态
休闲、观光农业、文化旅游作为水稻乡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着力打造开封市的“后花园”。

突出“六大产业”

汽车农机及零部件产业
汽车农机及零部件和特色装备制造业是

示范区的支柱产业和重点招商方向，规划面积
15.2平方公里。目前，落户汽车及零部件企业
77家，投资规模近百亿元，以奇瑞汽车、中联
重科、共创起重、牧宝车居为代表的科技龙头
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产业，在成
果转化、创新人才、平台建设等领域申报科技
专项29项，有力地支撑和拉动了园区企业的
创新发展。下一步示范区将重点对汽车电气、
动力总成、制动系统、汽车镜像系统等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进行招商。

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大力引进和培育“三高”（高技术、

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型企业。围绕新能源
业、新型材料业、生物医药业等高新技术产
业，以创智孵化谷为载体，重点发展超导材
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纳米级材料及新型工
业化基础等新材料。示范区将建设一批以市
场为导向的高水平产学研项目，逐步使以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
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现代物流业
示范区作为开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区

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距郑州市中心不足
40公里，到新郑国际机场仅需40分钟。陇
海铁路、郑徐高铁、郑开城际铁路贯穿全境，
京广、京九铁路东西为邻，黄河公路大桥横跨
南北。连霍、日南等6条高速公路相互交织，
3条国道、9条省道纵横交错，具备得天独厚
的现代物流业发展优势。下一步，示范区将
在保障用地、金融融资、人才引进等方面强化
政策支持，做大做强物流产业经济。

都市农业及生态休闲产业
示范区下辖水稻乡农业资源丰富，素有

“鱼米之乡”美誉。在发展好都市农业的同时，
积极加长产业链条，对现有农业、旅游业进行
进一步的开发、延伸。着力建设集旅游、休闲、
度假、养生养老、黄河文化开发、黄河滩区产业
发展于一体的特色乡镇，更好地服务城市的整
体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示范区依托开封丰

富文化旅游资源，推进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示范区相继开发建设了开封西
湖、小宋城、皇宋大观、中意湖、城摞城、“五馆
一城”、恒大童世界等一大批文化旅游项目，全
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现代服务业
示范区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将其作为战

略性产业的主攻方向，围绕现代服务业发展，示
范区已搭建起开封市众创空间、绿地中部创客
天地、中科大学生科技创业园等多个产业孵化
基地。下一步，示范区将围绕中心商务区建设，
着力引进金融、保险等新型业态和新兴商业模
式。在发展好现有的传统服务业的同时，着力
培育企业研发基地和总部经济服务中心等新
兴服务业，继续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

实现“六个方面突破”

投资拉动上求突破。全区把投资重点放
在产业项目上、园区建设上、基础设施改善
上、民生事业发展上，以投资拉动消费需求，
以投资带动结构调整。

保障民生上求突破。紧抓各项政策机
遇，加大向上争取力度，汇聚更多的公共资金
投向就业、教育、卫生、养老、住房、扶贫等重点
民生领域，让发展成果普惠全区人民。

改革创新上求突破。用改革的思路统揽
发展全局，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问题，坚定
不移地走创新驱动之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
气，创新思维，深化改革，转变机制，突破障碍。

融资贷款上求突破。支持金融机构入驻
商务中心区，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发展，
探索金融租赁公司等创新型金融机构试点，
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充分发挥新
建投公司、新惠公司融资平台作用，争取融资
资金有质和量的突破。

招商引资上求突破。在招商方式上，实
现从传统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进一步创新思
路，推广以商招商，以市场换产业、以“资本+
产业”、以“园区+特色小镇”等模式。

优质服务上求突破。围绕“工作作风强、行
业形象好、服务效能高”三个目标，从“强化服务
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机制、延伸服务链
条、深化服务监督、注重服务效果”等六个方面开
展工作，着力在精准扶贫、招商引资、产业发展、
城市建管、和谐稳定等工作上实现新突破。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重点发展方向

菊花扮靓示范区

美丽的开封西湖美丽的开封西湖

示范区举行“百姓宣讲直通车”进基层巡演活动

示范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现场解决企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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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在东京大道上东京大桥美丽的夜景

繁忙的中联重科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