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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中国建筑集团将积极参与河南省重大基础

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兴产业等项目的投资
建设，“十三五”期间将在巩固此前及现有合作
基础上，拟在河南省总投资不少于 1000亿元，
围绕河南省高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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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新兴产业、安居
工程、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
的投资建设，展开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

河南省政府对中国建筑集团等中央企业赴
河南参加签约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央企业为河
南省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中
央企业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中的带动和引领
作用。

近年来，中建七局与河南省的合作不断深
化，取得了丰硕成果。

2008 年，中建七局与周口市政府成功签
订了“四桥一路三馆”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与鹤
壁市政府签订了“六路一馆一大道”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等。由中建七局主导，2010年，中国
建筑集团与河南省政府签订了投资额 500 亿
元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3年，中国建筑集
团与河南省政府签订 500 亿元深化战略合作
协议；2015年，中国建筑集团与郑州市政府签
订 350亿元合作框架协议；2016 年，中国建筑
集团与河南省政府签订 1000亿元战略合作协
议……

一部中建七局“兵改工”35年的历史，就是
河南省关心和支持驻豫中央企业的实践证明；

一部中建七局“兵改工”35年的历史，就是
驻豫中央企业坚定不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生动写照。

此时此刻，站在中建七局机关总部大楼的
新址上，回望这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中建七局
人更加深切体会到企业发展始终要与地方发展
同频共振，矢志不渝助力中原崛起。

审视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一座新城的战略转换，以全球化视

野整合10.47平方公里地块资源

方兴未艾的城镇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沿着伏牛山脉一路向东南衔接海峡西岸，

中建七局以中原、八闽两大华夏沃土为核心基
石，在全国 10余个省份 40多个地区播种下城
市投资开发的萌芽，大力拓展城市建设全产业
生态圈，从传统施工总承包商向城市投资与建
设综合服务商转型升级，形成投资开发和资本
经营相结合的独有商业模式。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崭新的卷首语
分外精彩。

2012年 5月 26日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
中国建筑集团正式签署了《国家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滨河国际新城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协议
书》。该项目总投资额 95亿元，是河南省首个
最大综合城市开发项目，由中建（郑州）城市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树立了政企合作进
行城市综合开发的典范标杆。

熟悉这个项目过程的人都记得，原先这个
项目的名称是“滨水新区”。变更的背后，引人
注目的有三个元素，首先是“滨水”变成“滨河”，
意味着项目的水域面积将有所扩大，自然水系
要绿色生态可循环；其次是“新区”变成“新城”，
意味着项目的交工条件将有所改变，基础设施
要按城市配套建好；最重要的是加上了“国际”
两个字，意味着项目战略方向发生转换，要以全
球化视野整合10.47平方公里地块资源。

这座国际新城，折射着郑州经开区跨越发
展的时空坐标——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我省首个国家经
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国际陆港、郑欧班列、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留学人员创业园、国家高新技术
创新中心、保税物流中心等国家级开放平台，已
形成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业、现代物流 3个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根据双方签订的《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滨河国际新城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书》，按
照“一年拉框架、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的预
期目标，要把滨河国际新城建设成有丰富文化
内涵的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区先进制造业新城
的典范，成为郑州东南部一颗璀璨的明珠。

2012年 8月，郑州经开区首个安置房项目
开建，标志着滨河国际新城项目正式启动。

2013年 3月，开建全省第一批应用海绵城
市理念的市政道路，使滨河国际新城成为河南
市政建设多样性的标杆区域。

2013年 8月，开建全省第一条综合管廊，全
长5.58公里，总投资约2.7亿元。

2014年 1月，建成郑州经开区城市规划展
览馆。

2015年 7月，建成全省第一座地锚式三塔
四跨悬索桥。

2015年 10月，编制完成《滨河国际新城可
持续指标体系》，在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起到
良好的示范作用。

2016年 5月，建成全国第一座环形独塔单
索面斜拉桥——蝶湖环线潮晟路跨潮河桥。

2018年 7月，建成融国际甲级办公、臻品商
业和国际星级酒店等为一体的滨河国际中心。

这座国际新城，印证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的光荣梦想——

高质量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中原
更加出彩作出省会城市应有的贡献，一直是
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谋划的重大
课题。

滨河国际新城建设之处就被定位为郑州市
中央生活区之一，集休闲、旅游、商业、文化、教
育五大功能于一体，打造休闲与生活兼顾的新
型产业链和国际化居住新城邦。

交通区位得天独厚。滨河国际新城东起四
港联动大道，西至机场高速，南邻航空港区，北
接国际陆港。从此区域出发至郑州高铁东站仅
10分钟，至新郑国际机场仅 15分钟车程，与国
际国内连接，交通便捷。

人文资源博采众长。滨河国际新城区有以
滨河国际中心为主的商业商务设施；以郑州一
中经开分校、郑州外国语中学等为主的教育设
施；以郑州经开区城市规划展览馆、文化馆、档
案馆、艺术中心“三馆一中心”为主的文化设施；
以欧亚心血管康复中心为主的医疗设施，可以
满足区域内商务人士的高标准多样化生活需
求。

这座国际新城，昭示着河南融入“一带一
路”的波澜壮阔——

河南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交会区域。

2015年 3月 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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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前谋划、落子生花。中欧班列（郑州）、中
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是滨河国际新城的“好
朋友”，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是滨河国际新城
的“好邻居”，在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物流
通道上，这里是文化巨擘、企业高管的居住首选
地。

河南是国家明确的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
略支点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

2017年 4月 1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涵盖郑州、开封、洛阳三个
片区，实施范围119.77平方公里，其中滨河国际
新城整体纳入郑州片区范围。

回首来路，迎接荣光。正是当年郑州经开
区、中建七局主动顺应城镇化、国际化这一时代
发展潮流，以大气魄、高起点规划滨河国际新
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够
在短短六年时间平地崛起一座国际化新城，在
河南融入“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全面引领中原
国际化都市新生活。

展望未来的奋进与追寻——
一幢楼宇的价值估量，创造的财富

相当于一座占地千亩工厂

城市天际线之下的高楼大厦，不仅标示着
城市的物理高度，更体现着经济和财富的高
度。

“一幢楼就是一条‘垂直金融街’”“一幢楼
税收超过一个县”“一幢楼创造的财富相当于一
座占地千亩工厂”……中建七局是隶属于世界
500强第 23位，国务院国资委直管大型上市央
企，我国专业化发展最久、市场化经营最早、一
体化程度最高、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
——“中国建筑集团”的骨干成员企业集团，是
国内一流的投资建设综合企业集团，河南省、

福建省建筑行业第 1 位，河南省百强企业第
4 位。

此次中建七局机关总部大楼新址所在的滨
河国际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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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东南部的“地标级
城市综合体”。

2018年 12月 12日，在备受关注的双 12创
客日暨第四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上，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对郑州近几年
的发展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郑州将有可能变
成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重庆之后的
第七个超级大城市。滨河国际中心作为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形象与城市功能品位的标识之
一，不仅要吸引众多跨国、品牌公司入驻，还要
孵化民营企业，形成高端齐全的服务业态，进
而带动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此汇
聚、流动，有效推动产业叠加、产能叠加、税收
叠加。

诸多要素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发展总
部经济，这正是郑州经开区谋求高质量发展
所迫切需要的。滨河国际中心义不容辞、当仁
不让肩负起的使命担当：打造总部经济商务
楼宇。

滨河国际中心有助于提升郑州经开区就业
和消费的规模层次，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

企业总部是建筑和服务企业的生产经营管
理中心和经济核算中心，是企业价值链中知识
含量最高的区段，是“金字塔的塔尖”。

居中心、享世界的滨河国际中心，一方面能
够给郑州经开区提供大量高技术就业岗位，促
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另一方面能够拉动
郑州经开区的消费增长，不仅包括企业总部的
商务活动、研发活动及保障商务活动、研发活动
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还包括企业总部高级
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居住、购物、交通、子
女教育、健身、休闲娱乐等。

滨河国际中心的入驻企业都是经过严格筛
选的，首先引入中建七局等建筑总部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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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oocoffee等餐饮品牌已意向入驻，提供中高端
商务餐饮配套服务。

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赵弘
说，企业总部具有规模效应、溢出效应、乘数效
应，因此才能在较小的区域内，形成巨大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未来，滨河国际中心将不仅为郑
州经开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 GDP和税收
贡献，还将扩大和提升郑州经开区就业和消费
的规模和层次，成为拉动郑州经开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

滨河国际中心有助于推动郑州经开区产业
结构升级，由“制造型”向“服务型”转变——

在产业集聚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
转型发展问题，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从

“制造型”走向“服务型”是产业集聚群转型的基
本方向。

今年年初，郑州经开区确定了突出项目建
设、实施项目化推进的工作思路，谋划实施超亿
元产业项目 116个、总投资 1446亿元，并明确
提出以“双十工程”为工作主线，全力推进以上
汽、宇通、京东等 10个投资超 20亿元的重大产
业项目和绿色景观、安置房建设等10大类基础
设施和社会事业重大工程，开启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截至目前，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91.32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上汽二
期、瞪羚项目等12个项目实现开工，上汽一期、
联东 U谷等 9个项目实现竣工，重点项目建设
呈现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河南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张富禄说，如果说“双十工程”是郑州经开区
从“以产兴城、依城促产、产城融合”的角度，推
动郑州经开区制造业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
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那么滨河国际中心则
是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实施产业高端环节战略，
为郑州经开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
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战
略选择。

滨河国际中心有助于扩大郑州经开区辐射
力和影响力，实现区域资源效益最大化——

如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
域也可以成为品牌，成为塑造和改变区域形象
的重要力量。

2018年 4月 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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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7分 56秒的宣传推介片火爆全场。中欧
班列、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宇通客车、中
铁盾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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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
境下，滨河国际中心横空出世，在与世界的对话
中，成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新地标。

滨河国际中心有先进制造业的总部资源。
郑州经开区拥有汽车及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业两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涵盖宇通客车、东风日产、
海马汽车、上汽乘用车等4家整车厂和6家专用
车厂和宇通重工、富泰华、中铁盾构、海尔等一
批龙头项目。

滨河国际中心有现代服务业的总部潜力。
郑州经开区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和筹谋开发建筑
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涵盖郑州国际陆港、中欧
班列（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和中建七局等
外向型经济元素。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
建国说，这些总部经济的资源和潜力将促使郑
州经开区的产业占据河南产业链的高端，经济
结构更加开放，空间结构更加集约，标志着郑州
经开区功能将向国际化、高级化和服务型转变，
以信息、技术、知识等高端产品为区域主要功能
输出，从而大大提升了区域品牌价值。

……
就像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滨河

国际中心标示中原经济和财富的新高度的背
后，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继往开来，创造历史
的伟大变革；是中建七局“兵改工”35年矢志不
渝，助力中原的崛起之路；是郑州经开区建区
25年拼搏进取，塑造繁荣的产业新城。

国之巨匠，追天地光阴，镌刻山河挺脊梁；
浩荡军魂，贯九霄长虹，光耀万象启新程。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滨河国际中心——中建七局总部大楼新址

滨河国际中心

郑州市城东路108号——中建七局总部大楼原址

不 忘 初 心 助 力 中 原

滨河国际新城航拍图滨河国际新城航拍图

——写在中建七局总部迁入滨河国际中心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