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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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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不仅是数字
——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信豫融”平台上画“信用肖像”

贷款、临颍辣椒一体化平台“买卖全

国”、黄河鲲鹏云“算”出“金山银

山”、创智天地大厦吸引“京漂”择业

中原……无须刻意感受，虚实转换

间新旧动能接续，数字经济叠加资

本力量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河南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小康生

活的生动注脚。

《世界投资报告》多次关注“投资

与数字经济”，并认为数字经济已改变

全球投资模式，并正在改变全球价值

链取向。2019年9月16日至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调，“要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抓住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战略机遇，立足省情实际、扬

长避短，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

位置。”河南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数字城市化“三化融合”，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按下“快进键”，为经济转

型升级注入“数字动力”。

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河南信产投”）作为我省信息

产业投资和运营主体，是由河南投资

集团按照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发起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自成立之初，河

南信产投就肩负“数字中原、智慧河

南”的使命，秉承“努力超越、追求卓

越”的理念，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谋划投资管根本、利长远、惠民

生的重大项目，发挥其先导性、引领

性、支撑性的作用，打造河南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栾姗

“走进这里，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
人想画画，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
这是 1933年仅在上海停留了 8个小时的爱尔兰剧
作家萧伯纳，对武康路的美景油然而生的诗意赞
美。这绝不是萧伯纳一个人的慨叹，而是所有认真

“阅读”过建筑的人们的心声与共鸣。
世邦魏理仕公司做项目定位与策划，同济大学

设计院进行项目规划方案设计，河南汇创实业有限
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河南信产投旗下河南智慧
岛投资有限公司竞标选择国内一流的公司团队，汇
集京沪豫三地精英在郑州智慧岛打造“创智天地”
大厦项目，让每家入驻企业在设计效果图里，“读
懂”河南发展数字经济的文化自信和内部认同感。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郑州市中道东路东、时埂
街北，占地面积5843.61平方米，容积率不大于6.0，
限高 70米。项目总建筑面积 53069.30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34096.9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8972.36平方米，地上建筑17层，地下3层，总投资
约 4.2亿元。项目设计为 1栋塔楼，1至 2层为配套
商业，3层及以上均为办公写字楼，以大数据创新、
人工智能、科技研发等相关企业为服务目标。

世邦魏理仕战略顾问部武汉负责人田泽生说：
“我们根据郑州的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流入量，针对
‘创智天地’大厦项目的业主单位诉求，明晰了三个
定位。首先是专业性，项目服务科技互联网公司、孵
化器加速企业，抓住天使投资扩展的契机，引进全国

性企业作为初期布点。其次是成长性，充分借助周
围的高校资源和人力资源，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孵化
学生群体创新创业的小微企业。第三是关联性，围
绕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经济培育的发展主线，搭建
相生相息的办公平台，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果说：“郑
州智慧岛湿地水泽的韵味与数字经济的气息融合共
生，‘创智天地’大厦项目设计采取环境生成的手法，
利用建筑与城市界面的互动关系自然生成建筑，设
计策略完整而内敛，整体而流畅，体现大数据产业的
时代背景。南侧采取弧形的连续表皮对应不规则的
城市道路，平衡道路与建筑边界之间角度关系，在城
市形成完整界面。北侧以通透玻璃幕墙界面对话城
市公共绿化，顶层采取通高中庭对应远处龙子湖滨
水景观，体现建筑空间与环境的对话。轻盈灵动的
建筑最终以谦和的姿态，融入城市整体环境。”

河南汇创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蒙恩说：“大
数据时代的郑州智慧岛，立足河南、引领中部、服务
全国。‘创智天地’大厦项目作为郑州智慧岛重要的
物理与空间载体，按照‘大数据+产业园区’运营的
思路，借助智慧楼宇、物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
术，从物理空间到产业集聚、创新要素集聚、金融服
务深度接入，构建产业生态圈，实现生产、生活、生
态的融合良性发展，已意向签约中国电子、哈喽出
行、腾讯海纳等一批企业入驻。”

半个世纪前，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

“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
式应当是关怀人和陶冶人。”这也正是“京漂”“沪
漂”口中的“新一线”城市郑州的崭新价值观——引
导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

郑州智慧岛作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地
理新标识，有针对性完善岛屿内的生态、生活与生
产功能，努力捋顺一个逻辑关系：变过去的“产—城
—人”到如今的“人—城—产”。字面上的顺序调
整，实质上却是区域逻辑内涵的变革。在新逻辑
下，以城聚人、以人聚产、以产兴城。

河南信产投精准把握人才与城市的次序关系，
把“创智天地”大厦项目定位落到人才集聚地中，落
在城市的价值提升中，吸引符合自身定位的企业与
生产要素集聚。而恰恰是这些，向外界传递着郑州
作为“塔尖城市”和“经济极核”的发展自信。

展示栏前，“创智天地”大厦项目效果图明亮而
动感，预计明年年底将从“蓝图”变成“场景”，耸立
在数据川流不息的智慧岛上，等待一波又一波的

“码农”“后浪”点击她、涌向她，用青春与朝气“读
懂”她。

我们仰望着同一片星空，却看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脚踩着同一块土地，却踏出相同的脚印。从数
字到智慧是不同的视角，从超越到卓越是相同的目
标，投资本质上是一道方程式求解题，推演河南信
息产业投资的“基本盘”，计算的不仅是数字，更是河南
出彩的未来。

“赋能”：青山与活水

“赋值”：人才与城市

“赋智”：优势与胜势

企业是稳定市场的“青山”。今年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开工延迟、市场需求萎缩等因素
影响，不少企业资金和经营压力加大。留得青
山，要注入金融活水，帮助企业“解饥缓渴”。

今年3月，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人民银行郑州
中心支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河南省

“861”金融暖春行动实施方案》，聚合政银企多
方力量，围绕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的以及国
家明确支持的先进制造、脱贫攻坚、春耕备耕、
禽畜养殖、外资外贸、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
运输等8大重点领域，打造“大而专”的“信豫融”
网站，运用“信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信贷
资金投放效率，为我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
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登录“信豫融——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
信用服务平台河南站”网站，最显眼的是“发
布需求”选项，可自由选择贷款金额、期限以
及担保方式，确认之后点击“立即发布”，马上
会有跳出符合条件的银行贷款产品主动“@企
业”。在这个平台上找资金，犹如在“淘宝网”
交易一样便捷。“网站注册企业中，中小微企
业占绝大部分。”河南信产投信豫融平台负责
人王晓丹说。

濮阳市金贝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注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计算企业。因疫情导致流
动性资金暂时紧张，于是在“信豫融”网站上提
交了贷款申请。“没想到，银行主动联系我，很快
授信。”该公司负责人时业峰说。此前，该公司
贷款时提供不了抵押物，只能找熟人担保，操作
相当不便，现在通过“信豫融”网站，不仅联系方
便，还不需要抵押物。

从以前的“贷款难”，到现在的“不抵押也能
贷”，巨大变化的背后，是“信豫融”网站缜密独
特的运行机制，搭建一个借贷双方高效便捷的
信息对接桥梁。一方面，给借款方“画像”，依托
省信用信息中心获得企业授权，收集其工商、社
保、税务等数据，形成一份“信用肖像”，为企业

增信。另一方面，给贷款方“柜台”，要求金融机
构派驻“店小二”在网站上与企业对接，积极竞
价满足客户需求。

今年以来，“信豫融”网站带动有关银行向
293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专项再贷款 83.12 亿
元，平均利率 2.66%；发放再贷款再贴现资金
106亿元，平均利率 4.05%；发放其他优惠贷款
157.37亿元；总计发放各类优惠信贷 346.49亿
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超 6000家，有效保障了金
融“贷”动经济复苏，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蹄疾
步稳”。

保市场主体，还要靠市场发力。河南信产
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素有“中国辣椒第一
镇”之称的临颍县辣椒产业开展精准纾困，打造

“小而精”的临颍辣椒一体化服务平台，使行业
走出困境，并为未来产业发展打好坚实基础。

临颍县王岗镇的田间地头，一片片红灿灿
点缀着绿油油映入眼帘，成熟的三樱椒挂满
了枝头，随处可见村民们采摘、装运辣椒。

“‘老干妈’‘海底捞’都来进货！我们‘临颍辣
椒’名不虚传。”临颍县副县长史有来竖起大
拇指点赞。

香辣口味的“临颍辣椒”哪里买？“找平台交
易呀。”村民们笑着说。

针对疫情期间部分销售渠道受阻，辣椒销
量下滑甚至出现严重滞销的窘状，河南信产投
配合漯河市政府，按照“互联网+农业”的三产融
合发展思路，打通辣椒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
信息渠道，搭建辣椒供应链服务大数据平台。
预计今年年底通过平台的辣椒交易量能够达到
8000吨，交易金额 1.3 亿元。河南信产投旗下
河南云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牛辰表示，
我们将助力临颍县“买卖全国”，实现从辣椒产
地到集散地的转变。

火红的小辣椒，映衬着农民朋友红火的生
活。一张张笑脸中，见证了发展平台给乡亲们
带来的实惠。

企业在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进行适配

企业可登录“信豫融——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
合服务平台河南站”，凭借信用数据申请贷款

郑州智慧岛“创智天地”大厦项目效果图

“Huanghe”商标

◀中原鲲鹏生
态创新中心

◀ 许昌“Huanghe”鲲
鹏服务器和PC机生产线

中国计算产业投资空间接近全球的
10%，是全球计算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和增长引擎。河南如何将“亿级人口
规模”的数据优势转化为计算胜势？

时针拨回到2019年 7月 23日，盛夏
的北京，一场名为“鲲鹏计算产业发展峰
会”的高级别行业会议正在举行。在该
峰会上，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宣
布，面向全国招募“生态合伙人”，寻找适
合“鲲”化“鹏”的一片水域。

毫不夸张地说，谁的计算能力强，谁
就能引领未来发展潮流。我省把握并紧
跟“计算万物”的潮流，强化与华为公司
战略合作，组建“1+3+N”的组织构架，大
力推动鲲鹏计算产业快速落地：

“1”是指由河南信产投和郑州、许
昌、新乡三地共同出资组建的黄河科技
集团。

“3”是指黄河科技集团 3家子公司，
分别在郑州负责运营中原鲲鹏生态创新
中心，推进软硬件适配与人才培养；在许
昌生产基于鲲鹏架构的“Huanghe”服务
器和PC机；在新乡探索鲲鹏的行业应用。

“N”是指生态伙伴，未来通过各种方
式吸引聚集一批软件企业入驻到鲲鹏软
件小镇，构建“Huanghe鲲鹏”生态。

我省充分利用各领域发展优势，向
内最大化利用区位资源，向外调用全国
计算产业链，构建一体化落地、产业格局
清晰的生态布局，最终凝结成了河南速
度、鲲鹏效率。

——打通教育与应用，率先部署中
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在教育端，省内
15所高校签约鲲鹏产业学院，“金字塔”
创新创业人才储备校园，校园“象牙塔”基
础和应用研究反哺企业。“鲲鹏教师工作
坊、鲲鹏创新实验室、鲲鹏双创基地‘三位
一体’，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新工科’。”
河南大学软件学院院长于俊洋说。在应
用端，郑州智慧岛信息产业大厦，193家
生态与行业企业的 406个软件集中在中
央机房里“千锤百炼”，适配华为鲲鹏芯
片。“河南作为最早参与华为生态的合作
伙伴之一，已累计发放华为鲲鹏芯片适配
证书202份，数量居全国第
一方阵。”黄河科技集
团创新有限公司首
席运营官周黎说。

—— 刷 新
实地落地纪录，
建成基于鲲鹏
架 构 的

“Huanghe”
服 务 器 和 PC
机生产线。位
于许昌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的黄河

鲲鹏计算机生产基地项目，从项目落地到
投产仅用 58天时间，华为在全国其他任
何地方项目投产都没有过这么快的速度；
位于许昌市建安区的黄河鲲鹏产业园项
目，其PC机和服务器生产线提前45天实
现量产，连续创造了项目建设的“河南速
度”。“在河南，来了就能干活，有事立刻解
决，我们没有适应期。”不止一位华为高管
这样感叹。

——现代简约、智慧绿色，打造郑州
鲲鹏软件小镇。郑州市前程路与科学大
道交叉口附近的鲲鹏小镇，工地上塔吊林
立、巨臂摇动，一派繁忙景象。“数山”“云
岭”和“码岗”，取意中国传统“一池三山”
营境理念的鲲鹏软件小镇，按照“现代简
约、智慧绿色”的设计风格，拒绝水泥森林
和玻璃幕墙，打造依山傍水、谈笑有鸿儒
的湖边小镇。“我们重点跟踪洽谈华为、阿
里、海康威视、软通、紫光、新华三、浪潮等
企业的生态联盟企业入驻小镇，着力构建
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高效衔接的发展
格局。”郑东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启动黄河鲲鹏云商用版。基于
鲲鹏架构“Huanghe”服务器和华为云
Stack搭建的黄河鲲鹏云实现全栈国产
化，支持13大类、80多种云服务，满足企
事业单位应用系统迁移上云的不同需
求。在办公领域，河南投资集团及下属
企业的近 20个应用系统已完成迁移部
署，第二批应用系统的黄河鲲鹏云适配
迁移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前，
各企业所有已上线的管控类应用系统完
成迁移。在能源行业，河南鑫磊集团采
用黄河鲲鹏云打造了智能配煤解决方
案，传统方案进行煤炭质量检测需要 1
天以上，而新方案的“工业方程式”可以
实时检测。“企业生产每吨焦炭配煤，成
本节约 20元～70元，每年可节省 3000
多万元。”该集团首席信息官杨小勇说。

数 据 链 接 万 物 ，万 物 融 合 生 态 ，
“Huanghe鲲鹏”在相生相息中茁壮生长。

▼ “Huanghe”
鲲鹏PC机

工作人员对“辣椒互联网一体化服务平台”进行技术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