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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国际中心的建设者深深体会到，只有
立足郑州经开区，找准加快自身发展和服务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的结合点，发挥
优势，扬长补短，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抢占发
展制高点，实现自身价值。

中建七局城市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丁雷说，滨河国际中心的入驻企业都是经过严
格筛选的，我们考虑到要构建起一个产业金融
集群和建筑业总部集群，将来能为郑州经开区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动力。

认识滨河国际中心，要从隶属世界500强
企业中国建筑的中建七局开始。

发展总部经济，应具备一些基本因素，要
么靠近市场中心，要么靠近生产要素和人才的
聚集中心，要么接近市场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监
管中心。目前郑州符合这些条件的城市综合
体屈指可数：滨河国际中心就算一个。

有着66年历史的中建七局将总部迁入滨
河国际中心，将自己对城市的敬意融入每一座
建筑中，围绕河南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市政公路、城市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新
型城镇化、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新兴产
业、安居工程等方面投资建设，为提升河南在
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贡献力量。

认识滨河国际中心，要从享誉全球 60年
的洲际酒店集团假日酒店品牌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在《佩拉宫的午夜，
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一书中写道：一座酒店
了解一座城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你不知
道下一个出现的房客是谁，如同一个你方唱罢我
登台的达人秀场，提供给我无穷的创作灵感。”

作为全球最大及网络分布最广的专业酒
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精选服
务类酒店品牌，假日酒店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在全球为商务及休闲旅客提供免费早餐、免费

网络、畅爽淋浴和优质床品，打造简单、睿智的
出行体验，它所选择的区域也是具有活力和潜
力的商务街区。打开携程 APP，输入假日酒
店，郑州仅有郑东、港区、中州、龙子湖 4家酒
店，滨河假日酒店就是第 5家，计划 2019年 5
月份开业。

也许你对刚刚华彩揭幕的滨河国际中心
尚不熟悉。

滨河国际中心位于经开第十五大街与经南
八路交会处东南，总占地 5.08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7.1万平方米，总投资为15亿元。它未
来将要呈现的是一个融国际甲级办公、臻品商
业和国际星级酒店等为一体的顶级商务综合
体，由世界知名的戴德梁行和RET睿意德进行
前期定位和商业顾问，由英国BDP和美国DI-
HE进行方案和景观方案设计，由中海物业进
行物业咨询管理服务，在功能、交通、建筑、绿色
生态等方面进行大手笔、全方位、个性化打造。

也许你对刚刚华彩揭幕的滨河国际中心
充满好奇。

滨河国际中心作为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经开区块的中坚力量，围绕产业布局甄选入驻
企业。首先引入中建七局等建筑总部类企业，
作为中建七局城市投资公司上属的集团公司，
此举彰显了郑州经开区发展潜力的充足信
心。其次，引入中国银行经开自贸支行、广发
银行经开自贸支行、平安银行等产业金融类企
业，为郑州经开区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再次，
正在洽谈世界500强企业、国内电气化龙头企
业、民企集团总部等。除此之外，俏江南、醉忆
川、zoo coffee等餐饮品牌已意向入驻，提供
中高端商务餐饮配套服务。

每座“地标级城市综合体”都有自己的精神
和志向，对于滨河国际中心而言，它要表达的是：
居中心、遇世界，城市生活的奢享，莫过于此。

国际中心，一座城市的缩影
——写在滨河国际中心华彩揭幕之际

看一座城市的发展速度，除

了GDP，那些极具代表性的商业

街区，也能成为我们对于城市经

济水平更加感性的判断标准。比

如纽约的第五大道、柏林的库达

姆大街、上海的淮海路……

看一座城市的发展质量，除

了 CPI，那些名声响当当的城市

综合体，也是我们对于城市最直

观的认识。比如巴黎的拉德芳斯

广场，东京的六木本新城，香港的

环球贸易广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省委主要领导在郑州市调

研时，强调要扎扎实实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特别是郑州视察

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深化

改革开放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城市高品位建设，增强对全

省的引领带动辐射作用，加快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

省政府主要领导在郑州市专

题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时寄语

郑州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有关城

市发展思想为指导，把握功能定

位、增强承载能力、着力提升品

质，以高标准规划为引领，坚定朝

着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标迈

进。

在追求速度，更追求质量的

经济并轨期，对于领衔出演中原

城市群“五省三十城记”的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而言，如若在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六星级

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下简称“郑州经开区”），

平地崛起一座国际城市综合体项

目，它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新动

能？它是否也能像那些世界知名

的商业建筑一样，成为一座国际

化大都市的新地标？

轻携蝶湖与荷湖之水韵，簇

拥半万亩生态园林之绿荫、传承

尚岗杨遗址板筑夯城之厚重、采

撷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之活

力，在郑州经开区“双十工程”的

推动下，在中建（郑州）城市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滨河国际新城的孕

育下，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

市综合体项目——滨河国际中心

正徐徐向我们走来。

它的目标是成为这座国际新

城邦的标识，不仅代表着郑州经

开区，代表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更代表着中原城市群高质量的国

际商务新生活。

一场推介会，给了滨河国际中心与世界
对话的机遇。

2018年 4月 13日，北京。外交部南楼
举行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携手让河南
出彩”为主题的河南全球推介活动，7分 56
秒的宣传推介片火爆全场。

镜头一：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郑州
至德国汉堡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整装待发，
从“有去无回”到“去四回四”再到如今的“去
八回八”，中欧班列（郑州）是中欧班列中率
先实现高频次往返满载、均衡对开的班列，
货源地遍及 24个国家，累计开行总量突破
1000班。

镜头二：河南保税物流中心，“1210”监
管模式、“秒通关”通关模式、“海淘不用等、
现场提货走”销售模式是“三个独创”全国领
先的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实现每秒500万单
的海外通关效率，让世界商品“一站到家”。

镜头三：郑州宇通客车集团公司，成功
服务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上合总理会、全
国“两会”、博鳌亚洲论坛及澜湄会议、G20
杭州峰会等大型国事活动的宇通客车在流
水线上露出“帅气真容”，批量销往 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镜头四：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公司，自主
研发的矩形盾构机、马蹄形盾构机不仅成为
中国基建市场的利器，也成为世界地下空间

和隧道建设的新宠。
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镜头和画面

全部指向一个区域——郑州经开区。
对于15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国际组

织驻华代表及工商界代表、中外专家学者和
媒体记者而言，大家在探寻河南开放元素之
外，也在找寻一座具有独特气质和肩负时代
意义的地标。

纵观全球知名城市地标，皆以“地标级
城市综合体”的形象面世，在城市中心开创
融合多重功能、满足多种生活需求的规模化
的商业生态圈，从而实现城市价值的最大
化。省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建国分析
说，“地标级城市综合体”在节约用地、经济
效益、提升城市形象方面有独特优势，带来
的投资、旅游和商贸活动等效益也远非普通
建筑可比。

郑州城市地标一直都不缺少，也一直都
在翻新，却难以找到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国家
中心城市印象的新地标。当前，二七广场发
展基本饱和、稍显式微，郑东新区CBD城市
副中心崛起，紫荆山商圈、国贸商圈、万达广
场、海汇中心、绿地中心等不断分流，城市中
心急需注入新的能量来重塑中心精神标杆。

在此情境下，滨河国际中心横空出世，
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东南“新地标”。

20 世纪著名的芬兰裔美国建筑师埃
罗·沙里宁说：“建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
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负”。

从天空中俯瞰滨河国际中心，四栋主楼
围成的圆弧形设计，就像一个巨型的太空飞
行器，打通中原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时光通
道，发出郑州东南部蓄势崛起的信号。

——经济地理的开放空间
滨河国际新城作为滨河国际中心的“母

体”，承载了郑州经开区最初的开放记忆。
时光追溯到 2012 年 8月，郑州经开区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成立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携手启动 10.47平方公里的滨河国
际新城。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2015年 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
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河南发展
迎来重大利好，依托中原城市群，推动产业集
聚发展，打造郑州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打造

“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
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建设航空港、国际陆
港，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

“一带一路”的物流通道上，河南敞开大
门迎接八方宾朋。如果说滨河国际新城是
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国际化城邦，滨
河国际中心就是国际化城邦中商贾墨客荟
萃之所。

——难以复制的资源优势
一个城市的发展，最重要就是把所独具

的资源禀赋和有利条件充分挖掘出来，把它
转化为发展优势，才能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

区域优势上，滨河国际中心南接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东临郑东新区，站位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地块，不仅积
极争取地铁 3号线、11号线与 14号线在中
心附近设立站点，还形成了郑州机场、米字
形高铁出行圈便捷共存，多条快速路交会贯
通的多维交通，是辐射周边的枢纽之地。

社会资源上，滨河国际中心毗邻郑州经
开区青少年科技馆，周边有滨河一小、郑州
一中经开分校、郑州外国语中学等众多优质
教育资源，同时位于康桥悦城、绿地澜庭、中
海万锦公馆、金地滨河风华等众多高品质生
活配套小区中心，拥有较好的生活氛围和服
务配套。

——历史人文的厚重气息
历史总是以穿越时空的力量昭示着未

来，给予现代城市发展新的启迪。
上古时期的圃田水泽、尚岗杨遗址的板

筑夯城、法云寺的晨钟暮鼓、司赵火车站的
声声笛鸣,郑州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每个阶段
都表现出了天才的智慧，建造并保留下许多
不朽的建筑经典，传承创新着华夏历史文
明。这些岁月积淀的先人智慧和厚重气息，
都留在了滨河国际中心，重新演绎着建筑与
城市融合发展的历程。

——生态宜居的自然景观
中国建筑学领域中，认为美好的居住就

应该是“诗意的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滨河国际中心规划之初就蕴含一种健

康、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边是蓄水量
93万立方米的蝶湖，另一边是水域面积 86
亩的荷湖。远眺串联起两个湖泊的中央滨
水商业街，沿岸设置综合性公园、纪念性公
园、动物园、植物园、古典园林等尽收眼底，
营造“亲水近绿”的自然公共景观。

滨河国际中心重新审视周边和自己，推
动局部优势、单一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化，
为郑州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大势能。

西安、泉州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而为世界所知，陆路和水路的开放带来了
文化的交流、经贸的互惠、城市的繁荣。从历
史深处走来，今日之郑州，以“空陆网海”四条
丝绸之路齐头并进，高质量打造现代国际物流
中心，滨河国际中心无疑是物流业总部和金融
板块的重要承载地。

郑州市发展改革委、毕马威企业咨询（中
国）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郑州片区产业发展规划》中，曾这样描述
41.22平方公里的经开区块：全省现代物流产
业发展先导区和联通国际的重要物流枢纽。

今年上半年，郑州经开区生产总值完成331
亿元，同比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90亿元，同比增长 1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56亿元，同比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125亿元，同比增长31.5%；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35.6亿元，同比增长16.8%；财政总收入完
成144.7亿元，同比增长25.9%，各项指标增速
均位居全市前列，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透过数据看变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是郑州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究其原因，发展物流有先进制造业打基
础——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

基地，一期项目生产线上一派繁忙，二期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上汽集团在郑州经开区的“速
度奇迹”令人惊叹，并广为流传。2017年，上
汽集团郑州基地一期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
年建设、当年投产；2018年 1月 2日上汽二期
项目签约、2月 7日开工、6月 28日上汽集团
100万台发动机和 100万台变速箱项目正式
签约落地……上汽项目是郑州经开区先进制
造业的代表项目之一。

探其本源，发展物流有现代服务业做支
撑——

“我就像走进了德国的百货商店，2分钟
就能将‘海淘’商品拎回家，连出境游的飞机票
都省了。”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的全球首
家跨境零售 O2O现场提货店，让慕名而来的
徐州消费者杨蕾有点“喜出望外”。申报、审
单、放行……77个国家和地区的 6286万包裹
通过“陆海联运”的中欧班列（郑州）和“一线牵
三国”的跨境电商货运包机进出境，全国领先
的跨境贸易代表着郑州经开区现代服务业的
最高水平。

招商蓝图已经清晰可见，滨河国际中心加
快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政策链高度融合，
服务入驻企业，着力打造更具活力的“地标级
城市综合体”。

□本报记者 栾姗

对话世界，建设城市地标

俯瞰中原，解读建筑密码

站位郑州，谋划长远发展

立足经开，实现自身价值

中原国际友谊林

滨河国际中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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