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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设计塑造城市风貌 国际视野引领城市未来
——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会今日隆重开幕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李盼 刘晓林

人类璀璨的文明与创造的成果
都集中和聚焦在城市。

金秋时节，在中原大地上，一场
以城市热土为巨幅“画纸”、以国内外
50余名著名大师闪耀智慧为“画笔”
的设计“盛宴”大幕拉开。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
加强城市设计”“加强对城市的空
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
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
管 控 ”“ 留 住 城 市 特 有 的 地 域 环
境 、文 化 特 色 、建 筑 风 格 等‘ 基
因’”。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对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功
能品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等具
有重要意义。

高端设计塑造城市风貌，国际视
野引领城市未来。

9 月 18 日—21 日，由中国建筑
学会、省住建厅、郑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
会在郑州郑东新区举行，50多名院
士专家参与的多场主题报告和论坛
研讨，将让国际国内最先进的城市
设计理念在郑州碰撞出热烈而精彩
的火花。

本次大会以“塑造新时代城市
特色风貌”为主题，包含主旨报告
会、专题论坛和城市设计展等多项

内容。宋春华、何镜堂、王小东、王
建国、孟建民、朱子瑜、盖里·哈克、
矶崎新等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的
面孔将出现在大会现场，并且他们
将围绕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城
市风貌特色保护与有机更新、城市

设计教育与建筑学人才培养、新技
术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等议题贡献
自己的智慧。

同时，大会还将举办城市设计优
秀成果展览展示活动，汇集国际国内
百余城市优秀案例，通过城市设计与

城市建设相关方的深度交流，提高我
国城市设计与管理水平，塑造新时代
城市特色风貌，并就城市设计的基本
理念、方法和目标达成共识，形成会
议成果。

规划与设计是城市发展的灵魂。
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会

选择在郑东新区召开有其必然，按
照省委省政府“高起点、大手笔”的
要求，从建设伊始，郑州市便在国
内率先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征集
郑东新区概念性总体规划，最终黑
川纪章方案中标，该方案引入了生
态城市、共生城市、环形城市、新陈
代谢城市、地域文化城市等先进理
念，打破了“千城一面”的城市格

局，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被称赞
“世界眼光的规划”“新城区建设的
点睛之笔”。

高质量的规划设计也带来了高
质量的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东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1 亿
元，增速 22.8%，规模全市第一；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91 亿 元 ，增 速
8.5%；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145 亿
元，同比增长 11.5%；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完成 44.5 亿元，同比增长
10.8%，规模全市第一，大气污染防
治、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精细化管
理等工作持续领跑全市，总体呈现
发展快、热点多、动力强、后劲足的
强劲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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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是本世纪初省委省政府为拉大省
会城市框架、提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河南
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大举措。

2001 年郑州市在国内率先采用国际招
标的方式征集郑东新区概念性总体规划，吸
引 了 日 本 黑 川 纪 章 、法 国 夏 氏 、澳 大 利 亚
COX、美 国 SASAKI、新 加 坡 PWD、中 国 城
市设计院等 6 家一流设计单位参与竞标。经
过专家评审和市民投票，最终黑川纪章方案
中标。

该方案引入了生态城市、共生城市、环形城
市、新陈代谢城市、地域文化城市等先进理念。
特别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确立了如意型
的城市形态，打破了“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受
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2003年 1月启动建设以来，郑东新区按照
“产城融合、双轮驱动”的发展理念，先后完成
“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十年建新区”的
历史性跨越。

2009年 4月，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郑东新
区时，称赞郑东新区是“世界眼光的规划”，“不
愧新城区建设的点睛之笔”，从郑东新区“看到
了郑州的未来、也看到了河南的希望”。

目前，郑东新区已经成长为一座功能完善、
产业繁荣的现代化新城，辖区面积达 260平方
公里，下辖12个乡（镇）办事处，白沙园区、智慧
岛大数据综合实验区、中央商务区 3个产业集
聚区和专业园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4300亿元，建成区面积超过 140平方公里，建
成水域面积 15平方公里，绿地面积 32平方公
里，城市核心区绿化率接近 50%，入住人口达
到142万。

最初国际著名城市设计大师黑川纪章在
一张白纸上设计画出的“如意”图形，已经在郑
东新区的热土上逐渐变为现实。郑东新区由
一张蓝图变为一座展示河南对外开放形象的

“如意新城”，上演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与人居的
和谐。

郑东新区是一座“内外兼修”的新城。
以金融业、大数据为主导，以总部经济、

中介咨询、电子商务等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
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的城市规划也在强力推进产业的发展。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郑东新区谋划
了 16 个单体投资 50 亿元以上、总投资超
2700亿元的战略性引领项目，涵盖金融、总
部、高端商贸、大数据等业态和优质基础教
育资源，吸引了华润置地、清华启迪、中粮
集团、香港瑞安、北京华联（SKP）等众多实
力名企竞相入驻。

截至目前，已有宝能国际金贸中心、龙
湖金融岛外环建筑群、卢森堡中心、清华附
中·启迪科技城、华润新时代广场等5个项目
落地开工，按照边报地、边设计、边征迁的方
式，预计9月底前再落地开工中原总部基地、
华润龙湖南里、云湖智慧城、上海师范大学
附中、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综合服务中心
等5个项目，年底前16个项目有望全部落地
开工。该批项目的落地将引领郑州乃至全
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实现新的跃升。

同时，郑东新区围绕建设国际化区域
性金融中心，加快“引金入豫”，累计引进银
行、证券、信托、期货等各类金融机构 1200
余家，3大政策性银行、5大国有银行、8家
中原系金融机构、12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
行全部入驻，驻区机构存款余额占全省七
成以上，贷款余额占全省的 2/3，保费收入
占全省半数以上。创办中国（郑州）国际期
货论坛，郑商所期货交易品种 18个交易品
种年均交易额 20万亿元以上，“郑州价格”
成为全球农产品期货市场风向标。推动全
省唯一基金注册地——中原基金岛落地郑
东新区，累计注册基金机构51家，基金管理
规模突破 3000 亿元。龙湖金融岛建设速
度加快，浙商银行、长城资产等50家机构抢
先入驻。郑东新区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使
金融业成为郑州市第二大支柱产业，郑州
在全国金融中心中的排名由 2013 年的第
21位跃居 2017 年的第 13位（北方省会城
市第1位）。

目前，该区产业发展抢抓智慧岛国家
大数据综合实验区核心区建设的机遇，围
绕“2020年实现大数据产值500亿元”的目
标，确立“一岛一环两园一带多点”空间发
展格局，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招商引资，仅
用 1年时间就吸引华为、浪潮等 60家大数
据龙头企业落户智慧岛，辖区大数据及相
关科技企业总数迅速突破 3200家，产业规
模近200亿元，正在加快形成集数据采集—
开发—应用于一体的大数据生态圈。积极
响应郑开科创走廊建设部署，高标准规划
建筑占地面积 2平方公里的云湖智慧城和
20平方公里的科学大道科学谷两大产业园
区，创新住房供给模式，完善优质公共配
套，着力引进国内外大数据、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龙头企业。目前两个片区已完成城
市设计，进入实施阶段。

发挥郑州交通区域优势，积极培育总
部经济，已引进大韩航空、马士基、渣打银
行等世界 500强企业 53家、中国 500强企
业 72家。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着力构建国
际化、专业化的商务服务体系，吸引了毕马
威、普华永道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
部入驻，集聚戴德梁行、雷格斯、盈科律师
等专业咨询机构 500余家。融入网上丝绸
之路，加快建设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共引进中钢网等电子商务企业 200 家，
2017年交易额突破 1200亿元。加强政策
引导，推进关联企业集聚发展，积极打造特
色楼宇经济，累计培育税收超亿元楼宇 35
栋，其中超 5亿元楼宇 8栋，超 10亿元楼宇
3栋。仅中央商务区税收超亿元楼宇就达
到 21栋，税收总额近 130亿元，连续 2年被
评为全省唯一的六星级服务业园区。

郑东新区放眼未来。以前瞻性的国际
化视野大手笔不断展开城市风貌与城市产
业兼续发展的规划与设计——21座百米楼
宇概念性设计的“集体”亮相为龙湖金融岛
提前预演金融产业的繁花似锦、科学谷城
市设计引领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原总部基
地规划设计拉高总部经济风帆、卢森堡中
心方案敞开中原对外开放大门……

9月秋高气爽，双休日里家住东区的王朗带着一对
儿女到凤山游玩，“这里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山林、碧波荡
漾的龙湖、挺拔高耸的‘大玉米’，更能感受到家住东区的
一份悠然与自豪。”她一边感叹着，一边在孩子们追逐欢
愉的打闹声中微笑着。

有了龙湖，东区为打造宜居环境又为群众修了凤山，
把建筑工地上的弃土变废为宝堆积而起，连绵七峦，叠秀
成峰，形成了中原腹地少有的山水画卷，由此该区的宜居
指数也在不断飙升。

打造高质量的教育之地。郑东新区以龙子湖高校
园区、白沙职教园区为载体，累计入驻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高等
院校 28 所，建成招生 25 所，在校师生总数达到 35 万
人，年均毕业生规模近 10 万人，成为全省最大的高等
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按照保障基础、培育特
色的办学理念，2006 年来共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 71 所，学位总数 5.3 万个。2019 年前还将投入资
金 153.6 亿元，建成中小学 62 所，新增学位总数 10 万
个。其中，清华附中郑东学校是清华大学在华中地区
开办的唯一公办直属基础教育，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填
补了全省的同类教育空白，枫杨外国语中学郑东学校、
上海师范大学附中的建设，将推动郑东新区加快成为
全省基础教育强区。

初步奠定区域性医疗中心地位。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郑州儿童
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都顺利开诊。以中美（河南）荷
美尔肿瘤研究院落地为标志，全省重点建设的心血管
医疗中心等六个国家区域性医疗中心全部落户东区，
全区床位数达 1.2 万张，人均床位数居全省前列。随着
马里兰大学国际医学中心、白沙生命科学园区、北大医
疗产业园的加快建设，郑东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将迈
上新的台阶。

大力构筑便民服务体系。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统一经营的模式，以国有公司为主体，投资100亿元规划
建设 30个便民服务中心，建筑总面积 170万平方米，为
群众打造政务服务、社会事务服务、生活服务一站式平
台。目前，一期 15处项目已全部开工，7处主体封顶，3
处建成投用，完成投资40亿元，二期15个项目已经全部
完成规划设计，年内全部开工。

规划成就一座如画新城，设计引领高质量发展。如
今，郑东新区正在打造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先导区、
示范区、核心区，并昂首迈步争创全国最生态宜居的城
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区、全国投资客商满意度最高
的城区、全国人民群众幸福感最高的城区、全国党政干部
廉洁度最高的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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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长”中的龙湖金融岛

活力四射的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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