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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科技城 腾“云”驾“数”引领“芯”发展
——郑东新区践行“黄河战略”打造科技产业新高地纪实

□本报记者 李林

2019 年 9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这一重要讲话

精神该如何高质量、有效

践行？郑州面对“考题”，

选择“进一步提高科创能

力”的道路——中原科技

城应运而生。

为构建更加有利于

创新创业和数字经济发

展的产业生态，郑州市决

定在郑东新区划出最优

区域，按照“人才+资本+

项目”的思路，探索“研发

基地+科创企业+创新金

融”模式，规划建设中原

科技城，着力打造创新人

才高度集中、创新要素高

度融合、创新活动高度活

跃的全市新旧动能转换

发动机、中原地区科技创

新策源地和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引领区。

比肩早先郑东新区出

现在中原大地的版图之

上，如今中原科技城的“诞

生”，如同平地惊雷，更是

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轰

鸣发动起强劲引擎，更加

值得关注与期待。今年

11月 3日，李克强总理考

察郑州中原科技城时提

出：创新突破一定要在科

学基础方面打好基础！这

为科技城的未来发展指明

了方向！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

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

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展的脚步需要踏在时代大潮涌动的节拍
之上。

在认真思考与努力践行“黄河战略”的过程
中，郑州在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的指导下，迅速
谋划并开启了中原科技城建设。

选取最佳地块。中原科技城布局于郑州市
区东部，总规划面积64平方公里，主要由核心区
龙湖北部片区、先行区智慧岛和拓展区科学谷
（鲲鹏软件小镇）三大板块组成，是集科研、孵化、
转化为一体，立足郑州、辐射全省、面向国际开展
科创活动的重大平台，是推进郑州科技创新的战

略之举和一号工程，承载着打造区域科技创新高
地、引领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中原更加
出彩的光荣和梦想，是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和科创
人才投资郑州、创业郑州的首选地。

今年9月15日，中原科技城在备受关注中揭
开面纱。

从空间结构上看，她呈现出“一带引领、一心支
撑、一脉相承”的布局，整体为“一体两翼”，即：以中
原科技城为龙头、以龙子湖为人才支撑、以白沙科
学谷为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科学大道+绿廊水系+
轨道交通”的空间载体，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从产业布局的角度审视，中原科技城具有更
加清晰的形态布局与发展脉络。

按照产业适配空间原则，三个区域的产业均
呈差异化布局：龙湖北部片区为中原科技城的核
心区，以集聚高端人才和科研机构为主；龙子湖
智慧岛为引领区，以服务两边的孵化器为主；白
沙科学谷为拓展区，主要发展以高素质劳动力为

支撑的科创产业。三个区域共同构成中原科技
城，并形成科研、孵化、转化的承接链。

在郑东新区崛起的科技新城，一经面世，就
如同众星捧月般受到关注与追逐。

很快，入驻中原科技城的首批项目集体亮相并
签约。郑东新区管委会与复星国际、上汽集团云计
算软件研发中心、银丰国际生物科技园等28个标志
性项目“牵手”，32家企业同步签约，投资总额超过
1100亿元。签约的60个项目，涉及文创产业、信息
技术产业、前沿科技产业、生命科技产业等多方面。

“纵观人类发展史，科技创新始终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9月 15日，在中
原科技城政策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
大学校长施一公评价，中原科技城揭牌是河南科
技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郑州市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科技引领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具体体现，可谓是正当
其时、适逢其势、意义重大。

要聚焦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以一流环境

引一流人才，推动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为打造高

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提供有力支撑。

——2020年 6月 18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
郑东新区龙湖北部核心片区听取郑州市国土空
间规划整体情况汇报时强调

2020年初冬，郑州仍旧保持着深秋未曾褪尽
的色彩。在郑东新区智慧岛上，红色枫叶、黄色白
蜡，还有四季常青的松柏围合在龙子湖四周，从湖
畔的高层建筑上俯瞰，是一幅醉人的立体画卷。

智慧岛作为中原科技城的引领区，面积 3平
方公里，绿化、水域、开发面积几乎平分秋色，是
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河南省
唯一明确的基金产业集聚区。

自 2017年 2月启动建设以来，按照“以产带
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理念，聚焦大数据核心产
业，确立了“一岛一环两园一带多点”的产业发展
格局，积极构建“智慧岛、基金岛、众创岛、人才
岛”和“政策洼地、服务高地、创新宝地、创业福

地”的“四岛四地”产融生态圈。
这里汇集了多个大数据龙头企业，包括华为

鲲鹏生态创新中心、阿里全生态体系中原总部、海
康威视中原区域研发与运营总部、软通智慧区域
总部、诺基亚全球交付中心、南威集团中原区域总
部、天眼查、恒拓开源、APUS全球第二总部、中原
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等领军企业。另有中科
院计算所大数据研究院、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
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郑州数字创新中心、北
京理工大学中原研究院、中科院遥感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河南实验基地等9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入
驻，并引进了审协河南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
心、郑州商标审查协作中心3大国家级平台以及
12个院士工作站和6家省级研发平台。

为加快推进河南数字经济发展，2019年，在
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在华为公司的鼎力支
持下，以黄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中原鲲
鹏生态创新中心落户郑州智慧岛。

11月28日，记者走进“鲲鹏”了解到，这里的发
展快马加鞭，从软件生态、人才培养、产业孵化、标准

制定四个方面一同发力，目前相比于华为全国18个
创新中心，无论是从人才生态，还是从软件生态、适
配数量上来看，河南“鲲鹏”都位列第一。

据悉，华为已发布了《沃土计划2.0》来推动鲲
鹏计算产业生态建设。基于此，河南省不仅能够成
为全国领先的鲲鹏硬件制造基地，还可以进一步发
展包括软件、系统集成、服务等多方面的产业。

统计显示，目前智慧岛已累计引进大数据企
业超200家，涵盖了金融大数据、农业大数据、物
流大数据、医疗大数据、教育大数据等多个领域，
初步形成了良好的集聚态势。

不但“岛”内“数”聚，而且“岛”内藏“金”。中原
基金岛加快建设，发挥投资基金支持大数据产业发
展的优势和作用，已吸引河南国新启迪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河南中金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183家
私募投资基金机构入驻，管理资金规模突破3000亿
元，实缴资本超过200亿元，实际投资约150亿元，
主要投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环保、新能源、医疗健康、
物流、供应链管理等方向和领域，解决了双创企业起
步阶段融资问题，实现了基金与企业协调联动发展。

坚持专班运作，抓好首批项目，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把中原科技城建设成为全市新旧动能转

换发动机、中原地区科技创新策源地、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2020年 7月 17日，省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徐立毅在调研郑东新区核心板块规划建
设情况时强调

11月 27日，中原科技城国际化人工智能科
技园项目正式开工，这是中原科技城挂牌启动建
设后的首个开建项目，标志着该区域建设的全面
提速，同时也意味着郑州 AI智能产业的研发与
制造迈入新阶段。

国际化人工智能科技园项目位于郑东新区
龙湖中环北路，毗邻龙湖金融中心，总建筑面积
约 20万平方米。开工仪式上，中原动力智能机
器人有限公司作为首批入驻企业引起多方关注。

就在此前的 11月 17日，全国首台“郑州造”

城市管养AI机器人在郑州东站亮相。这台机器
人十分灵活，在无人操控的状态下可以“小碎步”
向前行走，“看到”废弃的矿泉水瓶，“伸手”就能捡
起来。不仅如此，该机器人还会保洁、巡查、爬楼，
会“自己”乘电梯和“自我”学习。

全部算法自主开发、所有零件全部国产，牢牢掌
控核心技术，摆脱关键性技术的“卡脖子”障碍，这台
拥有“河南芯”的机器人，就出自中原动力。它的问
世标志着河南在AI人工智能机器人研发领域跨出
了历史性一步，实现了该研发领域的有效国产化。

郑东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原动力作为郑
东新区乃至郑州市、河南省在科技创新、豫籍人
才回归方面的标志性、引领性项目，自今年入驻
运营以来，已引进高端人才90余人，其中豫籍人
才占比达70%以上，在智慧物业、智能制造、智慧
医疗等领域的研发成果捷报频传。其中，为富士
康提供的首批目检设备进入生产线测试阶段，全
国首例“郑州造”城市管养机器人研制成功，为中

原科技城科技创新及人才引进树立了标杆。
据悉，国际化人工智能科技园建成后，会成

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
将吸引更多如同中原动力一样的人工智能和机
器人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入驻，会有更多“河南芯”
出现，从而形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集群，带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郑东新区管委会的一份资料显示，目前中
原机器人研究中心、上汽集团云计算软件研发中心、
APUS全球第二总部、浪潮中原总部及研发中心、大
华股份中原区域总部、郑州芯成科技全球研发中心
等高科技企业，均快马加鞭在中原科技城实施落地。

“郑东新区将按照郑州市委‘一年起步、三年
初具雏形、五年基本成型’的工作目标，以及‘四个
先行’‘一个加快’的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中原科技
城建设，为‘东强’战略的实施、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和中原更出彩贡献力量。”郑东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牛瑞华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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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科技城正在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周常剑 摄

▲体验基于鲲鹏芯片的PC机
◀中原动力研发的拥有“河南芯”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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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战略”加快推进 郑东崛起“科技”新城

“引领区”先行发力 科技城“大咖”汇集

科技城建设“首发” 全力打造“河南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