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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赵翔宇赵翔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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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细雨霏霏，郑州高新区美丽的
天健湖畔，网络安全大咖云集，第四届“强网
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线上赛在黄河网络
安全科技馆正式启动。8月 31日，“集智高新
区 北斗系中原”一赛一会一展系列主题活动
在郑州高新区西美大厦举办。9 月 14 日，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郑州高新区
盛大开幕……

创新是一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
力。在郑州高新区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自
主创新，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会带动产业的一
次崭新革命。围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聚焦智慧产业，建设智慧新城，郑州高新
区确立了智慧产业生态体系，勇当传感器为
重点的物联网、精密测量为重点的北斗应用、
网络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超硬材料为重

点的新材料等领域全国排头兵、领头羊。
自创区获批以来，按照省市要求，高新区

联合国内 4家顶级专业咨询机构，共同谋划
实施了管理体制和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搭建

“两级两类四板块”组织架构，由市政府层面
出台了《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
定》，走好“赋权—改制—考核—激励”四步
棋，构建了新的体制机制。

深化改革激发了发展活力。原行政事业
类人员全部通过竞争上岗和双向选择获得岗
位，实现了广大干部向基层一线流动、向经济
战线流动。通过市场化招聘了一批专业素质
优的干部，一批年富力强、专业精通的干部充
实到管理层。

自创区获批以来，郑州高新区呈现出愈
加强劲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科创指标

大幅跃升。生产总值由 2016年的 264.27亿
元增至 2019 年的 496.24 亿元，增长 88%。
市场主体由 2.2万户增至 5.3万户，年均净增
1万户。建成区面积由 45.17 平方公里增至
62.14平方公里,年均新增5.66平方公里。全
社会研发投入由 17.17亿元增至 49.57亿元，
年均增长 62.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由
68.8亿元增至103.89亿元，年均增长17%；高
新技术企业由 405家增至 823家，三年实现
倍增；科技型中小企业由 434 家增至 1399
家，年均增长72.7%。

高新区正在建设河南省首个 5G应用协
同创新示范区，专利申请量连续4年过万件，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100余件，在全省遥遥领
先。创新型龙头企业增至 14 家，占全市
58.3%、全 省 14%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占 全 市

40.2%、全省17.2%。
高新区创新推进波士顿、牛津、慕尼黑、

以色列 4个海外节点链接国际创新资源，与
猪八戒网合作搭建大数据平台、创新资源共
享平台上线运行。中科院微电子所、苏州医
工所、紫光集团智能终端全球总部、新华三大
数据公司全国总部、优路全国创新中心及运
营总部、固高郑州智慧产业研究院、中国长城
（郑州）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

金融暖风助力创新发展。高新区上线了
中部第一个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设立运营母子
基金，设立7只国有子基金，规模20亿元。设
立了省内第一家区级风险补偿池、第一个应急
转贷资金。搭建了挂牌公司服务协会、全景路
演中心等服务平台。累计助推15家企业主板
上市，新三板挂牌企业76家、数量全市第一。

创新引领 自创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郑州高新区

蓄势腾飞正当时 砥砺奋进谱新篇

走进郑州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条

道 路 宽 敞 笔 直 纵 横 交

错，一个个园区横空出

世整洁有序，一个个项目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层

层绿化墨绿青翠延展铺

陈……这里分不清是景

区还是厂区，姹紫嫣红，

如火如荼；这里分不清是

园区还是城区，绿意浓

浓，生机勃勃。

不负重托，郑州高新

区将坚决贯彻中央、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坚守

国家高新区“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功能定

位、国家自创区“创新体

制机制、政策先行先试”

使命任务，锚定 2025 年

基本建成千亿级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的奋斗目

标和“聚焦智慧产业、建

设智慧社会”的主攻方

向，以人为本，着力推进

高质量系列三年行动计

划，围绕产业链，布局科

创链，完善金融链，强化

政策链，建设更加宜居宜

创宜业智美新城，肩负起

带动郑州西部区域发展

美丽经济、建设美丽城

市、打造美丽生活的龙头

责任，努力在传感器为重

点的物联网、网络安全为

重点的电子信息、精密测

量为重点的北斗应用、超

硬材料为重点的新材料4

个领域勇当全国排头兵、

领头羊，在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中原实现更加

出彩的进程中担当高新

责任、奉献高新智慧、做

出高新贡献。

历经 30余年接续奋

斗，郑州高新区已经成为

中国中部颇具竞争力的

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科

技创新资源富聚，孵化培

育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优

势突出，科技金融服务体

系完备。在全国 168 家

高新区中最新评价排名

进入前20位。

□本报记者 何可

担使命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9年 11月，第二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在
郑州高新区举办，8个国家和地区、12个国际
组织，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及传感行业知
名企业300多家汇聚一堂，发布“郑州共识”，
高新区作为发起和承办者，迎来“高光时刻”。

在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产业方面，高
新区集聚了一批龙头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
200余家传感器、物联网企业；打造了世界传感
器大会产业发展平台，编制了《中国（郑州）智能

传感谷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支持政策……这
些努力，终于迎来世界传感器大会落子郑州。

在以网络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方
面，高新区依托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和多年发展基础，出台《网安十条》支
持政策；连续举办 3年的“强网杯”一赛一会
一展，成为国内网络安全风向标，今年升格为
中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纳入网络安全宣传周
重要活动；网络安全科技馆作为中国网络安
全挑战赛永久赛址于今年9月投入使用。

以精密测量为重点的北斗卫星等应用，
高新区集聚了天迈科技、威科姆、思维自动化
等北斗应用技术产业头部企业及中小微企业
100余家，获批“全国北斗应用技术产业知名
品牌创建示范区”。

鉴于应用场景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智慧
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要素，高新区谋划建
设了“一台多峰”智慧高新实验场，打造一个开
放创新、协同创新的大平台。一台建设一期工
程已经完成，与阿里、华为、百度、新华三、腾讯
等领袖企业的同步对接五峰合作进展顺利。

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与高水平扩大对外开
放同频共振。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项目

签约，紫光股份将 10年累计投入 100亿元在
高新区建设紫光智慧计算终端全球总部；年
产100万台自主安全整机的中国长城（郑州）
自主创新基地在高新区启动建设；郑州高新
区以惊人的速度改写着中国智慧计算终端产
业版图，逐步发展成为光—机—电—算全产
业链集聚区。

科技创新产业迎来爆发：创新科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哈工大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
项目、明峰医疗高端医疗生产基地项目、启明
星辰华中大数据总部项目等产业项目在高新
区次第展开；投资 90亿元的智能传感小镇、
投资30亿元的赛微电子MEMS 6+8英寸生
产线等正在对接谋划。

创新引领性机构方面，新型研发机构由3
家 增 长 到 14 家 ，占 全 市 的 50% ，全 省 的
15.8%，浙江大学中原研究院、中科院微电子
所、苏州医工所相继入驻。创新引领性人才方
面，仅驻区院士就有14人，“智汇郑州”高层次
人才102人，成为“智美高新”建设智库。创新
引领性平台方面，国家级研发机构由17家增
长到26家，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7家，占全省
的43.7%；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占全

省的 70%；国家级孵化载体由 6家增长到 22
家，占全省的14.4%，全市的64.7%。即将落成
的国家超算郑州中心蓄势待发。

充分发挥智慧高新试验场作用，加快培
育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
系统等产业，推进紫荆网安产业园、亿达产业
园等建设，打造“第二总部”发展高地。

加快智能传感谷起步区、智能物联网产
业园建设，拓展物联网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打
造世界级传感器产业集群。

贯彻“西美”定位，打造科技创新策源
地。健全“产业为应用、企业为主体、平台为
支撑”的联合攻关机制，力争“卡脖子”关键核
心技术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加快推进国家超算郑州中心、智能传感
器公共技术研发平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新建一批工研院、产业创新联合体和企业研
究中心。筹备办好全国网络安全宣传周暨

“强网杯”系列活动、北斗年会等一系列品牌
大会，大力推动科技成果不断落地。

加大领军企业培育力度，支持汉威电子、
新开普、天迈科技、思维列控等龙头企业发
展，打造更多“百亿级”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

高效便捷 优良政务服务环境助力腾飞

走自主创新之路，不仅要有一流的硬件，
更要有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

“从签订投资协议到完成所有证照，只用
了一个多月。管委会帮我们协调市政设施等
配套工程，专业又高效！”谈起落户郑州高新
区，紫光股份项目负责人真心点赞。

紫光股份项目负责人的感受，源于郑州
高新区对高效政务环境的打造：政府瘦身提
效，贴近市场主体抓服务。

一心一意做服务。
“我们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郑州高新区管

委会的大力支持。在创业中心，创业者不用
支付房租，只需负担水电费，还提供法务支持
等一系列企业发展急需的服务和跟投资机构
对接的平台，这对一家刚落地的小企业来说
是最大的支持。”三和视讯董事长范桂萍说。

走进河南大学科技园办事大厅，一块电子
屏，正滚动播出中心所受理审批事项的办理情
况。一旁的小格子里，整齐放着小册子，这是审
批事项的告知单。高新区加快推进“五单一网”
制度改革，推行一站式、跟踪式、代办式、保姆式
服务，为企业创办和成长降门槛、除障碍。

一心一意帮企业。
为提升服务效率，郑州高新区出台系列政

策，搭建中介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配套服
务平台等综合性服务平台，集成各环节服务功
能，帮助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问题。

提起高新区对企业的帮助，好玩科技 90
后总经理陈奕君感动不已：在郑州高新区创
业，除了享受到政府的创业扶持外，最为打动
他的就是来自职能部门的那股“人情味儿”。
他的手机里，始终保留着园区的QQ群。

创新服务优环境。持续深化企业家（科学

家）接待日活动，管委会与园区运营中心两级联
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解决了一批事关企业发
展的棘手问题。牵头试点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探索形成了“事前联合辅导、事中
并联审批、审批过程帮办代办”的服务模式。

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离不开干部的素
质能力和工作作风。“低调务实、少说多干，敢
于担当、积极作为”，高新区以行动响应着建
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号召，使高新区成为创
业成本最低、审批流程最短、手续最简、行政
效能最高、创业成功率最高的区域。

高新智慧 领跑郑州“西美”

围绕“美”起来著文章：以高质量发展制造
业、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
管理等系列“三年行动计划”为工作抓手，高新
区对发展战略进行再审视、再深化、再提升。

领跑“西美”，高新区把“双改”作为建设
美丽城市、打造美丽生活、集聚科创要素、发
展高新产业的根本性工作和关键性举措，以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为抓手，确定了“五纵
四横”城市道路、14个老旧小区、沟赵双桥两
个办事处城乡接合部三项综合改造工程，全
域可视化为牵引的智慧城市运营和全域片区
化为基底的块抓条保机制正在持续推进。

高新区建成区面积 62.14 平方公里，比
2016年新增 17平方公里。累计回迁群众5.4
万人，新建公园游园92个，新增绿地面积649
万平方米，新建综合性公园、微公园游园 102
个。须水河带状公园完工、天健湖公园建成
开放，“西美”建设成效显现。

如何做好“西美”领头羊？据了解，郑州
高新区将推动城市服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
属地化。探索深化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将一线执法力量全部下沉到办事处，构建“分
级分层管理”的城市综合执法新格局和“大城
管”体系，完善“接诉即办”机制。

对标上海浦东3.0版本，在城市大脑基础
上构建实现“城市运行一张网、城市数据一块
屏、国土规划一幅图”，打造高新区城市管理
一网统管工程，匹配相应创新的管理体制，建
设“区属、办用、共管”的“1+5+N”管理体制。

在这片挥洒汗水的热土上，在这片创新的高
地上，承载着创新发展的殷切期盼，充溢着奋力
前行的强劲精神。郑州高新区不忘初心，集聚
创新发展这座航船，踏着时代的节拍，聆听着
中原崛起的号角，同心勠力，破浪前行，在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原更加出彩的航程中担
当高新责任、奉献高新智慧、做出高新贡献！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郑州高
新区开幕 王玉丰 摄

《天健湖日落》夏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