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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压舱石”，新型城镇化既是产业
发展的优势延续，又是布局长远的战略考量。
产业结构和城区布局是城区发展的核心要件，
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遵循产业发展与城区规划规律，以空间
优化促进结构调整。我们一方面以加快空间
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为抓手，致力
于打造全省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另一方
面，城区化框架稳步拉实，致力形成‘园区引
领、板块联动、多点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新格
局。”金水区委书记陈宏伟勾勒总纲说。

思路清，方向明，举措硬。金水举全区之
力打赢了一场新型城镇化“硬仗”——

2004年，率先在全市进行了城市改造，历
经8年到2011年，累计改造14个村。

2012年至今，按照市委、市政府新型城镇
化工作部署，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以
聂庄村为突破口，拉开了全市新一轮城市改造
的序幕。六年来，共新搬迁改造 43个城中村、
24个合村并城共计67个村庄，以及8个旧城。

目前，金水辖区内81个村庄已经全部搬迁
完毕，建成安置房641.8万平方米，推动9.33万群
众喜迁新居，今年年底群众回迁率将达85%。不
仅彻底告别了“城中村”时代，也有效破解了发展
空间瓶颈和要素制约，腾出土地近6万亩。

借助新型城镇化，金水经济转型升级步入
广阔天地。按照“组团布局、差异发展、辐射带
动、梯次推进”的路径，金水对腾出的土地高效

“再造”、科学布局——
中心城区，实施产业置换和有机更新，优

化商圈、楼宇和特色街功能及业态布局，做强
做精金融服务、商贸商务服务、电子信息和总
部经济等产业业态，提升中心城区产业魅力。

北部城区，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
点园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知识产
权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同时，引进商业综合体
和城市综合体，形成以现代商务、都市休闲、文
化旅游等为特色的商贸服务业次中心。

金水科教园区，金水“智慧之源”，以“一区
引领、双自联动、三化并进、四链融合”为引领，
汇聚各类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项目
（企业）500余家，今年被正式纳入发改委、科技
部等六部委审核公告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
目录》（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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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建勋 冯刘克
本报通讯员 王珺洁 崔雅男

金水区：创新领跑势头劲

40 年栉风沐雨，40 年砥砺奋

进。从学习模仿，到创新引领；从常态

化发展到领跑中部城区……金水区

在改革、开放、创新中一路步伐铿锵！

2017 年金水区生产总值突破

1215.9亿元，同比增长9.5%，在全

省率先迈入千亿俱乐部；财政总收

入 224 亿元，增长 21.1%，稳居全

省 157个县（市）区首位；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55.5 亿 元 ，增 长

10.6%；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28.3 亿元、增长 10.1%……这是

金水区2017年交出的经济工作“成

绩单”。今年前三季度,金水区预计

地区生产总值 968.7 亿元，同比增

长 9.5%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

869.4亿元，同比增长 8.4%；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7.02 亿

元，同比增长12.77%。

站在改革开放 40周年的新发

展坐标系上，新时代、新作为、新篇

章，金水人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正以再出发的姿态围绕新型

城镇化、产业发展、开放创新、环境

治理、民生保障，把高质量发展深深

铭刻在136.66平方公里土地上，为

金水区的奔跑之路赋予新内涵。

7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园”，如今已是
国内外知名工业设计企业纷至沓来的宝
地；10年前，这里是偏僻的村落，如今已
是一个个漂亮美观的花园式产业园区，一
排排现代化的楼房拔地而起；25年前，这
里还没有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如今产业转
型升级，已“成长”为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特色园区……
在改革开放的 40年里，金水区以产业转
型升级为核心，狠抓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
重大项目建设，形成了高端化引领、集群
式推进、园区化承载的格局。

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作
为全国唯一一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
的创意产业园区，入驻杭州飞鱼等157家
工业设计企业，并建成了全国首个以创意
产业为主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外观
专利授权申请时间从3—6个月缩短到10
个工作日以内，其知识产权评估服务业务
占全省的70%以上。

金水科教园区作为省级高新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要板块，规划面
积 56平方公里，是金水转型发展的核心
阵地，着力建设“四基地一中心”，全力打
造信息安全、共享生态科技两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信大捷安、山谷网
安等 20余家省内外信息安全龙头企业；
由中关村在线牵头的“共享生态科技产业
城 O2O孵化器”已投入使用，已签约“彩

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智能制造和共享
生态科技应用领域企业33家。

河南科技园区作为中西部最大的电
子信息技术与产品集聚区，也是全国首批
6 个 IT 价格指数监测站之一，集聚了
3300余家科技企业，先后与“阿里巴巴”
等知名企业合作建设专业市场平台，年技
工贸交易额超过160亿元。

“金水区把项目建设作为大力实施开
放创新战略、全力打造发展新高地的突破
口，实行‘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把每
一个新的项目做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做大总量、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最
终目标。”金水区区长魏东说。

拥有完整的 CTC 芯片开发，流式细
胞平台、二代测序平台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平台等多个先进研发平台，在研项目

“CTC 微流体检测芯片”世界领先，填补
国内空白——河南乾坤科技有限公司由
全球首个获得批准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肺
癌CTC试剂盒发明者何伟博士担任总负
责人；致力于道路高科技材料及智能施工
研究，集研发、专业生产、市场推广、现场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河南麦格
诺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由牛艳辉领衔
创办；郑州慧腾科技有限公司攻克了安防
机器人和情感机器人关键技术，其制造的
安保巡逻机器人，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
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周边巡逻的执勤任

务……
项目的“高大上”催生了产业的“高大

上”。
金水区集中谋划推进共享生态科

技、信息安全等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
虚拟现实、知识产权服务、大健康、人工
智能等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目前以信
大捷安、山谷网安为龙头的信息安全产
业集群基本形成，获批省市信息安全产
业示范基地，预计 2018年产值将达到 60
亿元；与“中关村在线”共建的共享生态
科技产业城 O2O 孵化器和智能体验馆
已经投用，在孵的共享生态科技企业达
到 25 家。金水区倾力打造的集科技研
发、技术转移、创新孵化、人才集聚、综合
服务配套于一体的高端创新综合体金科
智汇谷，相继落地中科院过程所郑州分
所（过渡）、IBM 人工智能及区块链开发
平台、华为国内综合服务创新中心、中国
人民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中
关村在线——共享生态科技产业城O2O
孵化器等 38 家国内具有核心影响力的
重点项目。

据悉，金水区 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
成功突破 1000亿元，其中实现金融业增
加值 334 亿元、占 33.9%，商贸业增加值
156亿元、占全市16.3%；现代服务业实现
增加值 784 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
73%。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
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站在转型升级
的历史新起点，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是坚持固有发展模式循序渐进，还是打破
惯性思维寻求更大发展空间？金水发挥
纳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叠加战略机遇，用
足用好政策红利，以开放生活力，以创新
增实力。

西至花园北路、南至柳林东路、北至
新龙路、东至中州大道，金水自贸实验区
块规划范围 569 亩，其中可用建设用地
318亩，目前，区块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国
际招标完成概念性方案设计，地上总建筑
面积约 80万㎡，地下面积约 70万㎡，总
投资预计120亿元。

金水区重点推动贸易便利化转变，深
化自贸区和自创区“联动发展”，创新“一
址多照、集群注册”和“区内注册、区外运
营”模式，搭建国际技术转移、经贸交流合
作、知识产权服务等开放平台，打造“双自

联动”发展示范区和“一带一路”经贸交流
中心、国际协同创新中心、知识产权运营
保护中心，挂牌运营“一带一路”经贸产业
园，推动跨境电商、服务外包等行业发
展。目前，全区经省商务厅认定的电子商
务企业215家、在商务部备案的服务外包
企业 115 家，均为全省第一。2017 年全
区外贸进出口实绩企业达到869家、占全
市三分之一以上，实现进出口总额17.4亿
美元，占市内六区总量的60%以上。

与美国亚美迪集团合作共建西亚斯
亚美迪国际软件园，与以色列英飞尼迪
集团合作共建中以科技城，与中科院合
作共建中科院过程所郑州分所，与清华
大学合作共建清华启迪科技城……开放
视角向国际合作拓展，注重与知名高校、
科研院所和国际一流企业集团的合作，
努力引进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项
目，形成了与美国、以色列等国际发达地
区协同、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联动的创
新发展体系。

“产业的高度取决于科技的高度，而
科技的背后则是人才。”正是这样的清醒
认知，让金水区将人才引进放在与对外开
放同等重要位置，全面释放人才“第一资
源”能量，突出创新引领型企业、平台、机
构和人才，本着“引领中西部，优于江浙
沪”的原则，出台支持产业升级和科技创
新的《金典六策》，每年拿出 10个亿进行
专项扶持，这 10个亿的“政策红包”条条
真金白银、项项简单易行，使得经济发展
活力和后劲持续增强。目前，金水区正在
加快研发“金典六策一网通”综合管理服
务系统，实现科技创新类服务“最多跑一
次”的目标，预计年底前全面投入使用。

创新亮晶晶，成果沉甸甸。目前，金
水区汇聚院士工作站 38个、市级以上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75家，打造众创空间、
孵化器 41 家，形成了“众创空间—孵化
器—加速器—创业综合体”的创新服务体
系。2018年上半年全区新登记企业超过
1.3万户，总量突破12万户。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
到“求生态”，改革开放40年来，建设生态
文明已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环境
就是民生，直接关乎群众的幸福感。

作为全省文明城区的金水区，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以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为抓手，以生态环境为保障，狠
抓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着力使金水的天
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生动
实践描绘了一幅幅绿色画卷：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率先在
全省引入知名专家第三方治理机制，安装

施工围挡防溢座等先进经验在全市推广，
323个工地全部纳入“8个 100%”动态监
管，积极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作，涉
VOCS排放的汽修企业和印刷企业加装
污染防治设施全部完成，辖区空气质量持
续好转。

——大力实施全域增水行动，积极推
进贾鲁河综合治理，顺利完成贾鲁湖的建
设和蓄水，取缔拆除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内渔家乐、违章建筑，建成区内基本消除
黑臭水体。同时，积极完善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界标、警示标牌和宣传牌，加
快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

——突出“中心城区见缝插绿、北部
区域留白增绿、科教园区规划建绿”，积极
拓展绿化空间，运用见缝插绿、立体造绿、
拆违扩绿等方式，累计新建公园游园 43
个，新增绿地 475万平方米，全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45%。

——突出“安全、整洁、有序、文明”，
先后启动两轮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在
全省建立“五室一庭、四权分离”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新模式，全面推进以“路长制”为
载体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市容市貌、交通
管理等方面问题得到有序治理，现代化、
生态化的城区形象逐步显现。

着眼产业优化升级
推进新型城镇化1

着眼重大项目建设 力促产业发展2

着眼“两区”建设 实施开放创新3

着眼人居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4

东风渠两岸盛美景

外包产业园之魅 王玉德 摄

华灯初上

国家知识产业园区大厦 李小军 摄

条条民生新政破浪前行，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
根，项项民生工程如火如荼……金水区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为红线和灵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和目标，以增
进群众福祉为根本，坚持把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狠
抓公共服务提升和优质品牌打造，民生支出占财政收
入的比例达到75%。

教育事业浓墨重彩，谱出曲曲奋进之歌——以“强
化内涵发展、提升办学品位、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不
断提升办学水平，被授予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创新实施了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校体育课时“442”分配法和“五步
走”推进策略，先后获评全国啦啦操示范区和青少年校
园足球试点区。

医疗卫生阔步前行，为百姓健康撑起一片蓝天——
投资8亿元建设金水区总医院，形成总医院—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级医疗服务体系，成功创建国家卫
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和全国妇幼健康服务示范区。

金水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和目标，结合新型城镇
化，统一建设要求、统一运行模式，打造定位明确、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群众满意的便民服务网络和服务体系：

——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以社区党组织为依
托，以网格党支部为基础，以楼栋党小组为延伸，建立
街道、社区、网格、楼组四级网格，实现了党组织的全
面覆盖、无缝对接。目前，全区 17个街道共成立二级
网格党组织194个，三级网格党组织571个，四级网格
党小组 1276个，吸纳 6300多名党员参与到基层组织
建设工作一线。以上下联动为导向，夯实党建工作责
任，如今“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已成为全区各
级党组织书记的第一共识。

——以规范“园站点”建设，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工
作，在街道建设标准化红色家园17个，在楼宇（商圈）中
建立规范化党员服务站31个，在非公党组织中建立党员
服务点228个，覆盖辖区企业4300多家，实现了“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覆盖。

便民服务体系日臻完善，享受政策阳光雨露——
投资 13.3亿元建设市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心，占地
98亩、总体量18.2万平方米，包含便民服务中心、文化
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馆、图书馆和档案
馆，是中部地区功能最全、投资额度最大的区级市民公
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心，明年将全面投入使用。建成党
群服务中心6个，打造集学习、活动、服务、议事等功能
于一体的基层阵地网络——党员党组织的集聚平台、
公共服务的延伸平台、市场力量的链接平台、邻里交流
的融合平台，有效打通了联系党群关系的“最后一公
里”。规范提升各类便民服务项目3583个，“一刻钟便
民服务圈”实现社区层面全覆盖并向大型楼院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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