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网上丝绸之路”，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成为家门口的“世界超市”

“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中欧班列（郑州）开行7年多，综合运营指
标保持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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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行 嘱 托 出 新 彩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打造全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开放型经济和体制创新先行区、宜业宜居产城融合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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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衡量历史的坐标，也是丈量事业发展的标尺。

2014年 5月，在那个生机盎然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郑州经开区，深入河南保

税物流中心、郑州国际陆港、中铁装备视察，希望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

进；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推

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019年 9月，在那个硕果飘香的金秋，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郑州经开区，在郑州

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

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

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

殷切嘱托千钧力，埋头苦干出新彩。近年来，郑州经开区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统揽，围绕“东强”功能布局，抢抓机

遇、凝心聚力、加压奋进，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高品质推进城市建

设，全力打造全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开放型经济和体制创新先行区、宜业宜居产

城融合示范区，为郑州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贡献“经开力量”。

实干逐梦，奋勇争先。如今的郑州经开区，已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物流枢纽节

点，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河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产业集聚发展的“领

头雁”、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王延辉 王倩倩

加快动能转换——
打造全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

产业是立城之本、发展之基。
金秋时节，郑州经开区处处升腾着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滚滚热潮。这股热潮迸发在如火如荼的项目建设中，
这股热潮涌动在企业车间的机器轰鸣里。

8月 18日，郑州海尔热水器互联工厂在郑州经开区
正式投产运营，规划年产能550万台热水器，是海尔集团
及行业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热水器智能制造基
地。

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已累计生产整车突破60万台，
跑出了郑州汽车制造的“加速度”。上汽把管理全球业
务的“数据大脑”也放在了郑州经开区，总投资20亿元的
上汽全球云计算（郑州）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也将在
今年10月建成使用。

一个个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夯实着郑州经开区的产
业实力。

产业兴，则经济强。郑州经开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双十工程”为工作主
线，结合区域“制造业+枢纽”的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打造
全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郑州 200万台汽车城核心
支撑区、陆港型国家级物流枢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
平稳向好发展的良好态势。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去年，郑州经开区地区
生产总值完成1059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占全市的
1/10；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666亿元，占全市的1/5；
财政总收入261亿元，税收收入236亿元，占全市的1/7，
是郑州市“东强”战略的重要板块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点。今年上半年，郑州经开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加速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积极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主要经济指标全部实现由负
转正，在全省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中名列第
一，发挥了支撑郑州发展的“四梁八柱”作用。

这是一方产业发展的高地。作为全省十亿、百亿级
企业最多、最集中的区域,郑州经开区深入践行“三个转
变”要求，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现已拥有市场主
体 3.8万家，聚集规模以上企业 624家，在区内投资的世
界 500强 39家、国内 500强 53家，百亿级企业 12家，亿
元以上企业 235家，纳税超亿元企业 25家，高新技术企
业 158家，各类研发机构 247个，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
装备制造、现代物流三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汽车产业，应势勃兴。郑州经开区已构建了完整的
汽车产业生态，拥有上汽、海马、东风日产、宇通4家整车
厂和6家专用车厂、近300家配套零部件企业，已经形成
了 130万辆的整车产能，占全省的 70%以上。其中，宇
通客车市场占有率达国际15%、国内30%以上。

大国重器，制造先锋。郑州经开区在装备制造业方
面形成了一批全国乃至全球行业龙头。郑煤机是世界

最大的煤炭机械生产商，宇通客车产销量全球第一，中
铁装备盾构机制造产销量全球第一，郑州海尔建成全国
最先进的智能化生产基地，富泰华产值稳定在百亿级，
安图生物产品远销欧洲、亚洲、中东、南美、非洲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装备制造产值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现代物流，蓬勃发展。郑州经开区借综合交通枢纽
之利，携海铁公空“四港一体”多式联运体系之便，形成
了陆港型枢纽经济。以医药物流、快递物流、保税物流、
冷链物流、汽车物流等高附加值业态为重点，集聚各类
物流企业 275家，5A级物流企业 14家，医药物流、快递
物流、保税物流、冷链物流等营业收入均占全省一半以
上。

数字赋能，智造未来。郑州经开区抢抓大数据、人
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基建“风口”，建立5G创新实验
基地，加快建设全省首个5G引领数字经济转型示范区，
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由

“制造”向“智造”转变。
目前，郑州经开区已有工业高科技企业 67家，国家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1个、国家物联网集成创新与融
合应用项目1个。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自动化生产率
已达 95%以上，海尔创新产业园建成了工业 4.0智能工
厂。获认定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13个，其中，中铁装
备、大信家居、海尔空调3家企业被认定为河南省智能工
厂；海马汽车、富泰华、四方达、郑煤机等企业的 10个相
关车间被认定为河南省智能车间。

“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提升竞争能力，主
体在制造业。”郑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樊福太表示，目
前，郑州经开区正在大力实施先进制造业“三年倍增行
动”，在产业发展动能和规模总量上实现“五大倍增”，全
力打造全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夯实“让郑州东部
强起来”、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的产业支撑。

畅通“双循环”——
巩固提升全省对外开放窗口地位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近年来，郑州经开区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抢抓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走好“枢纽+开放”的路子，全力打造全省开
放型经济和体制创新先行区，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扛使命担重任、描绘
出彩中原。

开放发展，浪潮奔涌。郑州经开区是河南省“五区
联动”的重要平台、“四路协同”的主要载体，拥有跨境
电商综试区核心区、国际陆港、经开综保区等开放平
台，是河南自贸试验区、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开区块占河南
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面积的56.3%，已注册企业11490
家，注册资本817亿元。

一趟趟中欧班列（郑州）来往穿梭，跃动出“陆上丝
绸之路”的铿锵音符。

东联西进、融通亚欧，中欧班列（郑州）已开行 7
周年，开通了 3条线路，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多口岸、
多线路、多目的地”和“双向集疏、均衡往返”的常态
化运行，境内集疏范围覆盖全国四分之三区域，境外
网络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30多个国家 130
个城市，构建了覆盖欧洲、俄罗斯、中亚、东盟和亚太
地区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网络，总累计开行近 3500
班，市场化运营程度和班列开行质量等位居全国前
列。

始发自郑州经开区，服务全国连通世界，越跑越
快的中欧班列（郑州）给开放河南带来一个又一个惊
喜。今年 7 月份，郑州在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
程建设评估中位居全国第一，是中东部地区唯一获
批的集结中心。以此为契机，郑州经开区加快国际
陆港物流枢纽建设，打造更多枢纽对枢纽的流通组
织优势，推动班列运营优势转化为国际贸易优势，
实现多线路、多口岸、多平台常态化多频次开行，力
争中欧班列（郑州）全年开行 1100 班以上，为稳外
贸和保国际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提供强劲
支撑。

一道道数据洪流往复奔腾，链接出“网上丝绸之
路”的绚丽图景。

作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核心
区，跨境电商“1210”监管服务模式的诞生地和跨境

“O2O”自提模式的发源地，郑州经开区打通了“买全
球”与“卖全球”的完整链条，跨境电商走货量连续两年
超过 1亿包、进出口货值超 100亿元，跨境电商进口药
品和医疗器械试点获批。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率先开通
跨境电商 B2B 出口“9710”“9810”试点模式，推动

“1210”反向复制，在“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设置海
外仓，开展跨境电商国际专线包机业务，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了跨境出口供应链服务体系，破解了跨境电商出

口关务、国际运输、境外关务、境外最后一公里派送等
难题，出口单量快速增长。今年1-8月份，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 进 出 口 单 量 合 计 4387.57 万 单 、同 比 增 长
19.66%，货值 74 亿元、同比增长 34.89%。其中出口
单量 3658.32 万单、同比增长 226.03%，货值 62.5 亿
元、同比增长 389.98%，“网上丝绸之路”出口实现跨
越式增长，带动“空中、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协同高效
发展。

一条条陆海新通道增点扩容，实现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无缝衔接。

陆海相通、一单到底，郑州经开区拥有铁路一类
口岸和汽车、粮食、邮政、医药等指定口岸，功能性口
岸不断完善，通过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实现了与青岛
港、天津港无缝衔接，形成了铁公海多式联运的物流
枢纽体系。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
产力。郑州经开区持续推动改革创新，打造营商环境

“经开品牌”。今年，经开区深化“一网通办、一次办
成”政务服务改革，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100条，推
行项目建设模拟审批、工业标准地、拿地即开工等改
革举措，跨境电商领域多项成果已全国复制推广，一
般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压缩至 50个工作日以内，以首
席服务官制度推动项目建设大提速，上汽乘用车郑州
基地项目，由单一项目向产业集群发展，实现了三年
四大步、累计投资 200亿元，东风日产、海尔、中铁装
备、郑煤机等一批产业龙头持续加大投资、滚动发展
成为新特色。

越开放，越发展；越开放，越出彩。目前，郑州经开
区正深入实施扩大对外开放三年行动计划，以聚合整
合融合提升开放效益和质量，建设内陆对外开放新
高地。

提品质增内涵——
建设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现代新城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载体，是最大的公共产
品。现代城市，宜居才能宜业，城市环境的质量与生产
要素集聚的质量、集聚的能力成正比。

“人民城市为人民。”郑州经开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滨河国际新城、起步区、国际物
流园区”三大核心板块规划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融合，切实在补齐城市建设管理短板上做文章，在改
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上下功夫，在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上闯新路，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管理，不断增强区域
吸引力和竞争力。

金秋的郑州经开区，一派秀丽之姿。道路更新、一
路风景，绿道延伸、水域靓城，推窗见绿、出门进园，阳光
下，人们在“亮美净”的环境中享受着诗意生活。

奔着问题去，找准问题干。郑州经开区扎实推进改
进城市管理和改善人居环境“双改”工作，将郑州市确定
的“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工作细化为“六项工程、一项管
理”，即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
程、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绿化景观综合改造工程、
城市水系综合改造工程、安置区管理综合提升工程和改
进城市管理，以绣花匠心力促“美丽蝶变”。

漫步郑州经开区航海东路，路面宽阔平整、标线标
牌色彩亮丽、景观绿化赏心悦目，与沿线盛华里购物中
心等时尚建筑交相辉映，仿佛行在画中。

航海路(机场高速至东三环)两侧综合改造提升是郑
州市“一环十横十纵”示范街道整治提质的重要组成部
分。郑州经开区以道路改造带立面改造、带业态提升、带
土地开发、带管理改进，拆违扩绿，“多杆合一”、架空线缆
入地、设置景观步道，搭配主题景观雕塑、现代廊架、特色
铺装等，为市民打造了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生活环境。

“怎么改，百姓说了算。”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
郑州经开区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中，召开“板凳会议”，问
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变“忧居”为“优居”。
与此同时，有序推进安置区 33个项目开工建设，让更多
老百姓安居乐业。

“改”出新幸福，“改”出新生活。如今，前程办事处的
锦绣社区，宽敞整洁的道路，有序的经商环境，便民服务
引入智慧社区平台，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群众办事、教育
培训、宣传展示、图书阅览、文体活动等功能一应俱全，整
个社区在绿树碧草的掩映下显得格外清新怡人。

重“建”更重“管”。郑州经开区全面推行“路长制”
“河长制”，覆盖全区100余条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和全部
水域；稳步推进“千百十”道路创建和示范道路建设，率先
在全市建成垃圾分类中心，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郑
州经开区牢固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
筑牢“魅力经开”的生态底色。

湖边绿树成林，垂柳随风轻拂。位于郑州经开区滨
河国际新城的蝶湖公园如今成了市民周末放松的好去

处。对面即将开园的蝶湖森林公园利用新城建设过程
中的开挖土方与建筑垃圾堆筑成三座连绵相依的小山，
并根据山形走势形成水山相映、绿树成荫，与蝶湖在空
间上相依对望，形成一幅引“蝶”入山的景象。

把“青山绿水”搬到城市中间，郑州经开区已建成御
风公园、青龙山公园等公园游园16个，规划建设了“两山
四湖五河”的生态水系，建成水域面积 120万平方米，完
成绿化面积 3000万平方米，全区绿化覆盖率达 40%以
上，一个绿色集约发展、宜业宜居现代新城初具规模、绽
放“芳容”。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人是时间的驾
驭者，是人赋予时间以意义。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砥砺奋进，郑州经开区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正以“干事业好比钉钉子”的精神，奋力谱写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让人们遇见更好更美的经开。

郑煤机建成全球最大的液压支架生产基地

宇通客车行销全球，“跑”出世界客车销量第一

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为河南带来一座互联网汽车智能工厂

安图生物研发的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模块联机

郑州海尔已建成先进的工业4.0互联工厂

美丽宜居、配套齐全的安置房让人们生活更幸福

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郑州经开区打造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示范区

实施道路综合改造，优化城市空间，扮靓城市天际线

夜幕下的郑州经开区流光溢彩

绿化提升，孩子们在街头游园里欢快玩耍

经开区块占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面积的56.3%，
注册企业近11500家

践行“三个转变”，持续技术创新，中铁装备盾构机
制造实现产销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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