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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发展看河南，河南发展看郑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时光掌握在奋进者的手中，一切会被雕刻、改变和升华。

从最初的一片平白，到如今的四顾繁华，郑州郑东新区正在用砥砺奋进与踏

实重做开创一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传奇”。

近年郑东新区加速发展，数字书写辉煌：

2016年，郑东新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26亿元，增长13.7%，第三产

业增加值完成近300亿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8亿元，增长16.3%，全口

径财政收入完成21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8亿元。

今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51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政府

投资完成172亿元，增长17.9%。全口径财政收入上半年突破百亿元大关，完

成 130 亿元，同比增长 20.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40 亿元，同比增长

12%，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呈现平稳、有序、向好的发展态势。

天下之中，发展之重。作为中原“新龙头”——郑东新区正万帆进发、昂扬向前！

‘‘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陈利凯 李盼

A 金融之城

从飞机上俯瞰，郑东新区这片热土上，一条“碧龙”
活灵活现，周围花海姹紫嫣红，俨然一派生机勃勃。这
是水域面积达到5.6平方公里的龙湖，汇聚了整个城市
最大的亮点与灵气。

由44栋建筑围合成内外同心圆的“龙湖金融岛”
上，如火如荼的建设气息，热度不息，升腾不止，未来将
是整个河南走向世界的“自由之门”。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伴随中原城市群、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相继落地，千年商都郑州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被誉为河南的“陆家嘴”的郑东新区，正全面实施
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其中金融机
构体系完善、要素市场培育、资本市场建设、开放创新、
载体拓展、环境优化六大工程在大跨步推进，目前郑东
新区已累计引进各类金融机构304家。

随着进出口银行、浙商银行等一批金融机构的开
业，实现了传统金融机构引进的圆满收官。金融后台
园区集聚中原银行、郑州银行等项目6个，规模居全国
前列。

郑州市首家金融租赁公司——河南九鼎金融租赁
公司，河南省首家消费金融公司——鼎盛中原消费金
融公司相继开业。全省首家国际金融结算中心——友
嘉集团全球结算中心，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普
华永道、安华永明、毕马威正式落户，年内有望全部进
驻。

不断传来利好消息，不断汇聚的金融“大咖”，令郑
东新区成为一座“金色”的城池。2016年郑东新区获
得第十二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唯一“最具投资价值
地区奖”，成功举办2017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
论坛、2017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创新峰会。全国第六
家金融主题博物馆——中原金融博物馆启动过渡场馆
筹建工作。

郑东新区，正在吸引国内外金融行业的瞩目，正如
福布斯中国总编范鲁贤所说：“我喜欢河南，看好郑州
的未来发展，特别是经济成长呈现出勃勃生机的郑东
新区，尤为令人着迷和兴奋！”

今年年初，省委、省政府明确龙子湖智慧岛为全省
唯一的私募基金注册地，要求打造万亿级的“基金洼
地”和富有特色的“金融服务高地”。进入 9月，智慧
岛、基金岛、众创岛“三岛”建设初见成效，已有IBM、华
为、浪潮、猪八戒网等120余家大数据企业相继入驻该

岛，资金管理规模近万亿元。

B 活力之城

10月的河南秋高气爽，美国明尼苏达州商会主席
道格拉斯·隆一行来到郑东新区实地考察。“郑东新区
独具特色的城市规划、充满活力的经济表现和快速现
代化的成功经验极具标本意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道格拉斯·隆说，他从郑东新区的发展上看到了
整个河南开放的步伐与面貌，期待着与河南、与郑东新
区有更多合作。

郑东新区的“活力”，最重要得体现是经济的繁荣。
除了核心的金融产业外，郑东新区还聚焦总部、科

研、电商、大数据等重点产业，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集
聚发展水平，中央商务区被评为全省首个“六星级服务
业两区”。

企业总部加速抢滩。依托省第十届投洽会等招商
平台，紧盯国内外500强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强化精
准招商，新引进延长壳牌等企业总部项目6个。宝能
集团郑州金贸中心总投资约 200亿元、建设体量 174
万平方米，累计入驻国际、国内500强企业分别达到52
家、73家。2017年前 9个月新增市场主体 16516户、
累计入驻近77835户，同比分别增长19.2%、38.8%。

楼宇经济发展迅猛。郑东新区将楼宇资源优势不
断向发展优势转变。培育税收超亿元楼宇29栋，其中
10亿元楼宇3栋，5亿元楼宇7栋，开放领域进一步拓
宽。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创新峰会、国际期货论坛、第
九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会、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年
会、第十三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国际互联网金融创
业与发展高峰论坛、UIM世界X-CAT摩托艇锦标赛
等一系列重要会议、重大体育赛事相继在东区举办。
美国明尼苏达州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广西等国内
外437批考察团、1.13万人次先后到东区参观考察，进
一步掀起了对外开放的新篇章，提升了东区在国内外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创业创新氛围日渐浓厚。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
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等三大国家级平台形成，
吸引1000多家科技服务类企业落户。在郑州电子商
务大厦，中钢网每2分钟完成一单钢材购销，今年截至
目前交易量突破800亿元；黑蜘蛛公司通过郑州航空
港、郑欧班列，将河南生产的锤式破碎机卖到西班牙。

“大厦7万平方米办公面积，2016年实现全口径税收近
9亿元，相当于每平方米贡献税收过1万元。”电子商务
大厦负责人自豪地说。

龙子湖大数据产业基地启动建设，浪潮集团牵头
组建的中原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原众包大数据公司挂
牌运营。华为、软通动力等大数据龙头企业先后进驻。

自贸试验区带动效应凸显，自4月1日挂牌以来，
累计注册企业达 8175家，占郑州片区 70.52%。国际
交往中心氛围日益浓厚。连接中欧的卢森堡签证中心
即将落地，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共建国际
医学中心项目顺利签约。

C 生态之城

10月 19日，秋日暖阳投射在路面上，铺出一道道
金色的光。家住郑东新区的马先生走在离家不远的龙
子湖公园内，蜿蜒的小路上儿子跟在他身后一蹦一跳，
笑声传出很远。“东区就像一个大的花园，常常会有‘人
在景中游、身在画中走’的感觉。”马先生说生活在这
里，幸福感满满的。

郑东新区在最早的城区建设规划中，已前瞻性地
加大了区域绿化与水系的设计。

穿行郑东新区，绿树成排、花海相迎。2016年开
始建设的东运河公园、西运河公园、如意运河公园、湿
地公园、东商业公园、西商业公园、龙湖外环公园、祭伯
城遗址公园、纪念公园、体育公园十大公园面积约
231.2万平方米、乔灌木总量76626株，包含了运动类、
综合类、湿地类、商业类、植物科普类、遗址类、宣传类
等多种类型公园。

在北湿地公园，草长莺飞。这里以郑州地域性植
物为基础，同时由大大小小的生态岛屿构成，以其丰富
的植物种类营造出具有高品质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
了白鹭、水鸭、鸳鸯等鸟类及其他生物栖息，为市民提
供了一个亲近水体和自然的休闲空间。这里也被称作
郑东新区的“城市绿肺”，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加之整
个湿地加入了“雨水回用系统”，雨季储水旱季灌溉，节
约水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

10月 12日，世界最高级别水上摩托艇盛会——
2017世界X－CAT摩托艇锦标赛在郑东新区龙湖举
行，这是惟一一站在内陆城市水域举办的赛事。

现在的龙湖总库容约 2680万立方米，平均水深
4.5米，最大水深 7米，水域面积达 5.6平方公里，虽比
杭州西湖面积略小，但蓄水量相当于2.5个西湖。加上
其他水域，整个郑东新区水域总面积将达到11平方公
里，约占郑东新区规划面积的1/10。

《周礼·职方》记载，“河南曰豫州。其泽薮曰圃
田”。泽在今郑州、中牟之间。自古郑东新区所在的区
域就是水草丰美，菏泽相连，如今龙湖、龙子湖、象湖、
如意湖、南北运河……在同一片朝阳映照下，波光共
闪，熠熠生辉。

统计显示，郑东新区目前水域总面积和绿化
总面积已分别达到 1400 万平方米和 3000 万平方
米，较 2012 年分别增长了 1100 万平方米和 1800 万

平方米。
最近，郑东新区龙湖北岸出现了一片神秘而浪漫

的紫红色“草原”，给郑州的秋天涂上了惊艳的一笔。
工作人员说这是粉黛乱子草的“杰作”，而闻讯前来一
睹美景的市民感叹说：“这是一座城市与大自然以美感
的形式最佳融合的缩影。”

D 宜居之城

发展的目的是为百姓提高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郑东新区在同时做两门“功课”，一门功课在扶植产
业发展经济，另一门功课是在服务大众、惠及民生。

近日，一个总投资额 800 万元，营业面积达到
4000平方米的“五星级”菜市场亮相于郑东新区永平
路上，该市场还配备有免费停车位、食品安全监测站、
开水间、休息室等便民服务，而且市民在买菜过程中还
能听到舒缓的轻音乐。

为了更好地为民服务，郑东新区积极推进“三级三
类”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以构建区—办事处—社区三
级便民服务中心为载体，推动行政审批类、政府性社会
事业类和基本生活配套类三类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布
局，着力打造5-10-15分钟三个层次便民服务圈。目
前，全区共规划居住区级便民服务中心33个，建成后
将基本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出
区”的目标。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事业快速发展。围绕“做有未
来的教育”，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积极推进教
育的均衡化、国际化。加大学校建设力度，开工雁鸣
路小学等中小学22所，占全市的“半壁江山”，新增优
质学位数万个。郑东新区已与国际学校确定合作办
学，在全市率先提出“建成区中小学外籍教师全覆盖”
目标，首批外籍教师配备到位。

实施优质医疗资源倍增工程，郑大一附院郑东院
区开诊，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主体封顶。辖区综
合性或专科医院达16家，开放医疗床位数7800张，千
人床位数达到18张，位居全省首位。坚持“走出去、引
进来”，加快国际优质医疗资源集聚，与美国哈佛大学
神经诊疗中心等外国医疗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社
会保障工作扎实开展。

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参保率达到100%，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实现并轨。2016年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3600
人。强化劳动仲裁和监察，累计受理案件261件，裁决
结案187件，为劳动者追回工资2700万元。扎实开展

“文明东区志愿同行”进社区活动，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40余次，服务居民1.6万余人次，社会治理能力进一
步提高。

郑东新区 中原“新龙头”高昂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郑东努力成为先导区、示范区、核心区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陈利凯 李盼

作为中原高昂的“新龙头”，郑东新区肩鸿任钜。
未来如何抓住核心快速务实发展？“郑东新区要

努力成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先导区、示范区、
核心区。”郑州市委常委、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王鹏说。

据介绍，郑东新区已经谋划出一揽子的工作思
路：即明确一个总目标，把握一个总抓手，坚持一个
总定位，围绕一条工作主线，突出一个支柱性产业，
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个总目标，就是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总目标，持续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对各类
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争创全国人民群众幸福感最
高城区。

一个总抓手，就是始终以党的建设统揽各项工
作，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改进作风，争创全国党政干
部廉洁度最高、全国客商满意度最高的城区。

一个总定位，就是矢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先
导区、示范区、核心区。

一条主线，即实现从新型城镇化到国际化的转
型升级，从最生态宜居城区到最具活力和科技文化
软实力城区的转型升级。

一个支柱性产业，就是坚定不移推进金融集聚
核心功能区建设，打造世界级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一
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以培育信息服务、医疗健康
和科技研发三大新兴产业为带动，催生经济发展新
动能。

立足实施这一发展思路，按照郑州市委“四重点
一稳定一保证”的工作总格局和坚持“两个导向”“十
二字工作方针”的工作要求，郑东新区从三个方面

“发力”：

巩固提升三大核心优势

坚持“金融立区”，巩固金融集聚优势。持续加
快金融机构集聚，推动全省首家民营银行华贸银
行，首家本地寿险公司中原人寿和河南资产管理公
司等尽快设立。积极推动融资租赁、消费金融、科
技金融、绿色金融等特色新兴业态加快发展。支持
郑商所加大期货品种和工具创新，实现由农产品期
货市场向国际性、综合性期货市场的转变，力争
2020年交易品种达 20个以上。积极引进国内外
大型期货经纪公司入驻，推动河南华夏大宗商品交
易中心、河南矿产品交易所尽快获批成立，努力打
造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要素市场集聚地和全球重要
的农产品、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与定价中心。强化专
业服务，提升监管水平，力争 2020年，中原基金岛
吸引 300 家基金企业入驻，管理资金规模达到
5000 亿元。持续打造好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
坛、期货日报等金融交流载体，提升在国内外金融
领域的话语权。

加快服务业提升再造，巩固高端服务业辐射带
动优势。抢抓自贸试验区建设机遇，加快吸引国内
外大型企业区域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力争2020年
入区世界 500 强突破 65 家，国内 500 强突破 80
家。积极发展高层次会计、律师、咨询评估等专业服
务，力争2017年下半年德勤、毕马威签约入驻，实现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部落地，加快引进罗兰贝
格、麦肯锡等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积极培育以营销
和支付结算为特征的电商业态，推进与电商物流耦
合发展，力争2020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500亿
元。优化丹尼斯、熙地港、王府井百货发展环境，加
快龙湖中环路沿线、东站枢纽地区和白沙园区商贸
中心建设，激发城市商业活力，打造中部知名的高端
商业街区。引导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国际会议服务功
能，开工建设星河万丽、威斯汀、大地万豪等高星级
酒店，进一步做强做大会展旅游业。

着力扩大开放合作，巩固国际化平台引领优
势。加快国际化元素聚集，力争2017年年底前卢森
堡签证中心投入使用，积极推动世界旅游城市市长
论坛等国际交往活动举办常态化。统筹省市商务、
外事、体育等资源，积极承接政治、经贸、人文和赛事
交流活动，力争成为部分国际组织、国际论坛、国际
赛事的发起地或永久举办地。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拓展与中亚、欧洲、北美等陆上、空中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的经贸合作，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商务代办机构
设立分支和协会。开工建设省内首所外籍人员子女
学校，规划建设龙湖国际化服务示范区，集中建设国
际交流中心、国际社区、国际医院和国际学校，积极
规划领事功能片区和外交人员公寓，为在豫外籍行
政商务人群提供一站式服务。加快配置城市路标、
建筑标识、公共交通标识等中英文标识，实现公共设
施中英文标识全覆盖。

加快打造三个经济增长点

积极构建以大数据为引领的信息服务业。编制
实施信息服务业五年战略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进
一步明晰信息服务业发展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
任务。优化空间布局，以浪潮集团、中诚信、猪八戒
网等项目入驻为契机，吸引农业大数据、金融大数
据、交通大数据和大数据交易等平台类龙头企业入
驻智慧岛；以中原云大数据中心和世导大数据中心

“政务商务双数据中心”为支撑，吸引数据采集、管
理、分析、应用以及以信息安全为代表的数据核心圈
层产业。拓展产业载体，规划建设一批以新一代信
息网络、软件、物联网、信息安全为代表的信息服务
专业园区，实现业态多元化、载体规模化和产业集群
化。力争到2020年，聚集软通动力等50家营业收
入超亿元的骨干企业，大数据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500亿元。

以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带动发展国际医疗
健康产业。确保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017年 9
月底开诊，推动中美（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院尽快
开工建设。鼓励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郑州儿童医院、河南骨科医院开展心脑血
管、儿童医疗、器官再造移植、骨伤病等方面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重点培育生物医药和高精尖医疗器械
研发生产等上下游产业。开工建设仲景中医研发中
心，推动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共建
的国际医学中心尽快落地。整体启动白沙国际医疗
园区的规划建设，着力招大引强，打造集精准医疗、
特色专科、健康养老、超算中心于一体的智能化医疗
中心。

以高端要素为支撑的科技研发产业。力争中科
院郑州工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尽快落地。规划建设郑
东科学城，构建引进一批创新引领型企业、创新引领
型人才、创新引领型平台和创新引领型机构，力争到
2020年，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300名以上，新增科
技型企业4000家。加快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建
设和物联网等九大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支持国家
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国家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
测基地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科技创新成果本地转化
率。加强跨国科技合作，探索在美国硅谷、印度班加
罗尔等地建设离岸孵化器，在全球范围内承接前沿
科技创新成果，建设国内重要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
和转化高地。

强力推进五大板块建设

全面建成龙湖金融岛。按照统一开发、统一融
资、统一建设和“以建促投、以建促招”的理念，加快
金融岛内环20栋商务楼宇建设，力争内环20栋楼
宇 2018年 6月底前陆续投用；外环 22栋商务楼宇
和地下空间 2017年启动建设，2020年与地铁 4号
线同步建成投用；同步推进综合交通系统，能源交换
系统，龙湖、如意湖双湖连通工程，实现郑东新区如
意型城市形态闭合，呈现国际化金融中心的形象魅
力。

全面建成龙子湖智慧岛。加快国家技术转移郑
州中心、武汉大学科技园、清华华商科教基地、智慧
岛孵化器等项目建设，力争2019年年底智慧岛建成
投用创业空间240万平方米。加大对正商博雅广场
等优质楼宇资源整合力度，2018年年底前持有楼宇
达20万平方米以上。

全面启动郑州东站东广场商务区建设。2018
年年底前完成东广场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和地下环路
建设，全面接入外部路网，实现郑州东站东广场对外
开放。力争2017年开工宝能金贸中心1座360米、
2座240米超高层建筑，2022年前全部落成，成为展
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形象的新地标。

全面提升白沙园区承载能力。2017年年底前
打通锦绣路、平安大道等“五纵七横”主干路网，以河
南省投资集团总部、杭州世导大数据中心、河南省科
技馆等项目为带动，加快大数据产业园、总部产业
园、国际医疗产业园、职业教育园、郑东科学城和省
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等“四园一城一中心”建设，推
进大数据、科技研发、健康医疗等产业集聚发展，力
争2018年晋级二星级产业集聚区。

积极谋划推进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国际高等教育
合作办学示范区建设。立足完善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功能，引进国际一流企业进行整体开发，打造集会议
会展、休闲度假、文化旅游、购物体验于一体的近郊
度假目的地。借鉴深圳、苏州等地经验，积极吸引世
界知名高校入豫开展联合办学，打造国际高等教育
合作办学示范区，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本
土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
支撑。

龙湖北岸惊艳的紫红色草原

环岛自行车赛

世界摩托艇锦标赛

活力四射的郑东新区 本版图片由周常剑 张文举提供

龙子湖智慧岛正在形成新的大数据产业高地

龙湖湖心岛建设高潮迭起

郑东新区绿化总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米

郑东新区水域总面积已达到1400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