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夜幕降临，郑州地标性建筑——
千玺广场就变身灿烂的“金玉米”，郑东新
区CBD内矗立的一幢幢楼宇溢彩流光，勾
勒出美丽的城市天际线。

谁能想到，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地和鱼塘。郑东新区的华丽“蝶变”正是改
革开放以来郑州城市变迁的生动写照。

新型城镇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坚持以
人为核心，郑州已走入“以建为主、提升品
质、扩大成效”阶段，并按照“东扩、西拓、南
延、北联、中优”发展思路，持续优化市域空
间布局，推动城市“颜值”与“气质”双提升。

从高空鸟瞰，郑州路网纵横交错、四通
八达。在“畅通郑州”工程的快速推进下，
郑州地铁和城郊铁路运营总里程达93.6公
里，在建轨道交通线路 9条，三环快速路、
京广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农业路快速化工
程等一批重大工程及407条支线路网建成
通车，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加快建
设，中心城区“井字+环线”快速路网体系已
经形成，快速公交成网，道路“微循环”更加
通畅。

在郑州，一个个大手笔谋划的项目托
起城市未来。百年德化商业街、商都历史
文化区、古荥大运河保护区、二砂创意文化
区、中央文化区（CCD）、郑州南站、综合管
廊、道路整修、大棚户区改造等工程紧锣密
鼓地推进。郑州，正以全新的面貌跃然而
出。

重“建”更重“管”。推行“路长制”，郑
州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已进入“1时代”，考核
环卫治理精确到 1平方米，浮土重量精确
到 1克，考核协管员配备精确到 1平方公
里……以“1”论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
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
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叶。”帕特里
克·格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如是
写道。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给
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郑
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生态建设上不遗余力，以森林、湿地、流

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体系为着力点，坚
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绿
城”回归，越变越美。

弃土造山，景致万千。从中州大道与
北三环交叉口驶过，人们惊喜地发现，一片
连绵的山体绿“衣”披身、连绵起伏。这座
山叫“凤山”，七峰连叠，与碧波荡漾的北龙
湖相映成趣。无独有偶，这样的山体也出
现在高铁公园、牟山湿地公园内。

水域靓城，钟灵毓秀。北龙湖、如意
湖、蝶湖、荷湖、象湖、龙子湖，贾鲁河、潮
河、凤河、十八里河……生态水系的建设，
如同给城市镶嵌上一条条项链，陶冶着人
们的身心。

“路在林中、林在城中、绿不断线、景不
断链”，这样的郑州怎不叫人欢喜？数据显
示，郑州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抓手，
新建、完善提升各类森林公园 40个，建成

“两环三十一放射”等生态廊道3950公里、
市级综合公园2个、区级综合公园27个，10
个万亩以上森林公园、43个郊野公园、26
处生态遗址公园加快推进，建成区绿地率
达到35.5%。

未来两年，郑州将使中心城区多“长”
出 3100 个足球场大小的绿地，届时 1614
个郁郁葱葱的绿色游憩空间将珍珠般洒落
在城市角角落落，出门“300米见绿、500米
见园”将成为郑州人高品质都市生活的“标
配”。

城，所以盛民也。民生幸福是城市最
高的荣誉。近几年，郑州公共财政民生支
出年均增长 21.2%，达到 1199.5亿元，占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79.2%，兜起百姓“稳稳
的幸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附中等一大
批合作项目落地；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等挂牌开诊；卢森
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揭牌，人
们在“家门口”不仅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教
育、医疗资源，还可以来一场赴欧洲“说走
就走”的旅行。

以人为本促“城变”，“幸福感”“获得
感”绽放成老百姓的浓浓笑容。③5

产业是立城之本、发展之基。
郑州西郊，有条路叫“棉纺路”，印证着郑

州轻纺工业的辉煌。改革开放40年，曾经的
“轻纺城”已渐行渐远。如今，郑州正在培育以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体系的道路上坚毅前行。

曾经荒芜的沙土地上“长”出了一座“手机
城”。

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郑州科技园是全球
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全球近80%的苹果
手机产自这里。目前，郑州已实现了从“一颗
苹果”到“一片果园”的华丽转变，208家智能
终端产业企业集群发展，全球每七部手机中，
就有一部“郑州造”。2017年，郑州手机产量
约3亿部，以高附加值的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世
界级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集群在郑州已初具
规模。

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在顺势崛起。
宇通客车“跑”出世界客车销量第一；上汽

乘用车郑州基地不断刷新“郑州速度”，落户郑
州不到两年，已量产整车十几万台，并带动郑
州整车产能达到120万辆。整车企业的集聚，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布局郑州，一个
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汽车研发生产基地基本
形成。此外，以中铁装备、郑煤机等企业为代
表，郑州已初步形成了国内重要的装备研发和
生产基地。

“河南陆家嘴”芳容已现。
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持牌金融

机构达到 312家，龙湖金融岛、龙子湖智慧岛
建设正酣，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部
集聚郑州，甲骨文、华为、浪潮等102家大数据

企业和 70多家基金机构相继入驻，国家区域
性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凸显。

……
调结构促转型，郑州产业发展蹄疾步稳、

多点开花。目前，郑州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达
到 6个，去年郑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1.6万亿元，继续保持中部省会城市首位、跨入
全国第一方阵。电子信息工业、汽车及装备制
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及医药产业、铝及铝精
深加工产业、现代食品制造业、家居和品牌服
装制造业等七大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比重达 68.5%，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超
90%。

“郑州制造”不仅有“大块头”“高精尖”的
产品，更有国人“吃和穿”的品牌。三全、思念
的速冻食品以及好想你的红枣产品，市场份额
在全国独占鳌头；娅丽达、梦舒雅、逸阳等郑州
女裤也风靡全国。

一栋楼的税收超过一个县。在郑州，郑东
新区CBD税收超亿元的楼宇达到35栋，已成
为一个个立起来的“不冒烟”的开发区，带动郑
州乃至河南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
快转型。

转型发展天地宽。目前，郑州三次产业比
优化调整为1.7∶46.5∶51.8，已实现了三产比重
超过一产和二产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
过高耗能行业两大历史性突破。

创优势、增实力、补短板，郑州把现代产业
体系培育牢牢攥在手中，以国际化、高端化、智
能化定位未来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转型升级步履铿锵，助推经济发展朝着质量更
好、效率更高、动力更强的方向阔步前进。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位于天地之中的郑州飞速发

展，沧桑巨变，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壮丽图景。

建成区面积从60多平方公里到830.97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从437.9万人

到988.1万人，经济总量从20.3亿元到近万亿元，城市地标从60多米高的二七塔

到郑东新区280米高的“大玉米”……这40年，郑州在不断长大、长高、长壮。

变化不仅如此。

从“火车拉来的城市”到现代化国际性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从郑州机场到

“航空大都市”，从省会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从“买全国、卖全国”的国内商城到迈

向“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商都……郑州破茧而出，化蛹成蝶，翩翩欲飞，已然从

中原腹地走向世界舞台。郑州，从未像现在这般牵动全局、联动世界、备受瞩目。

“剧情”也在反转。

一张张“亮丽名片”叫响全国，每年到郑州学习交流、参观考察的政商代表团

络绎不绝，外界看郑州的眼神都在变化，不由发出“郑州为什么能”的感叹。

中原更加出彩，郑州必须先出彩、出重彩。奋进新时代，郑州已全面开启了

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征程。

大郑州，在改革开放中崛起

智利车厘子，南美炽热的阳光还未从其表
面褪去，它已经坐着包机，横跨太平洋，28小
时后就出现在国人的餐桌上。一颗车厘子的

“跨洋之旅”，折射出“全球—郑州—中国”的贸
易轨迹，也折射出一个连天接地、物通全球的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的实力。

中原腹地、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交通区
位优势是郑州最大的优势。从普铁时代的“十
字”交会到高铁时代的普铁、高铁的“双十字”
交会，再到速度经济时代的米字形快速铁路
网……这个优势在不断厚植中越发巩固，郑州
已被国家明确为全国最高等级的国际性立体
综合交通枢纽。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都是崭
新的。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殷
殷嘱托，郑州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通联接世界的三条“丝
绸之路”，形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
通道枢纽，构筑起内陆开放新高地。

仰望苍穹，“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郑
州机场开通全货机航线34条，卢货航执飞航班
数量由最初的每周2班增加至每周18班，形成

“一点连三洲、一线串美欧”的国际航空货运网
络，带动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跻身全球50强。

俯瞰大地，“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中
欧班列（郑州）实现了每周“八去八回”常态化
运行，累计开行超过1500班，已形成境内境外

“1+N”枢纽和沿途多点集疏的格局，国内集货
半径超过1500公里，班列网络遍布欧盟和俄
罗斯及中亚地区24个国家的126个城市。

聚焦网端，“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
作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郑州创新监管
服务，独创“1210”监管模式、“秒通关”通关模
式、“海淘不用等、现场提货走”销售模式，实现
了最高每秒 500 单的海外通关效率，建设
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跨境E贸易进口货
源地覆盖63个国家，出口地覆盖185个国家，

“买卖全球”无远弗届。
过去门户在沿海，如今门户就在“身边”。

目前，郑州已拥有 8个进口指定口岸，成为全
国进口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城
市。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每年进出口总额占
全省比重超过60%，成为“小区推动大省的典
范”。无边无海，妙招出彩。如今的郑州已构
建起了与沿海相当、与国际接轨的开放体系。

如同“一带一路”上的一颗明珠，河南自贸
试验区郑州片区散发出璀璨光芒。挂牌成立
一年半，新增注册企业3万多家，汇聚90余家
世界 500强企业，形成了“一次办妥”“多模式
综合监管”等近100个创新案例，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

开放发展，御风而行；创新发展，浪潮奔
涌。

在清华大学发布的全国 100个重点城市
创新创业环境排行榜中，郑州位居第九。目
前，随着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加快建
设，郑州共建成各类研发中心2543家，其中国
家级 39家。政府主导的 20个创新创业综合
体已建成面积 582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3.6万
家，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体总面积突破910万
平方米，在孵企业达到 1万家，科技创新创业
者突破8万人，集聚了全省73.6%的创客在郑
州创新创业，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占河南全省的
36%，初步形成了区域创新创业中心。

越开放，越发展；越创新，越出彩。踩着开
放创新的紧密鼓点，郑州挺立潮
头，活力四射。

开放创新浪潮奔涌

以人为本城市巨变

9月29日，直径15.8米盾构机“春风号”
在郑州下线，这是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最
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

从中原腹地走向开放前沿，郑州“枢”联世界，把“新鲜全球”带到百姓身边。

7月 18 日，总第 1346 列中欧班列（郑
州）满载着 1681吨货物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车务段圃田车站出发，驶
向万里之遥的德国汉堡。

3月 25日，2018年中国郑开国际马拉
松赛在郑东新区激情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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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
时的殷殷嘱托，郑州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形成连通境内外、
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构
筑起内陆开放新高地。

转型发展步履铿锵

●● ●● ●●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蓄势待发谋跨越,又踏层峰望眼开。如今，郑州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统

揽，以“三区一群”建设为引领，以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为方向，奋力建设具有

发展活力、人文魅力、生态智慧、开放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为中原更加出彩增

添“浓墨重彩”。

在郑州，有这样一座雕塑，奔马鬃毛飘散，衣袂风中飞舞，象征着这座古老

的城市正飞速崛起，奔向未来。

而世间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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