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出彩 梦圆小康的河南实践• 特刊│15
2020年 12月2日 星期三

郑州篇

科技的力量 检验 大学科技园东区

郑州高新区是 1988年启动筹建的河南省
第一个开发区，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
家高新区，2016年获批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郑州片区核心区。

“十三五”期间，高新区产业集聚效应明
显。形成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以网络安
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以精密测绘为重点的北斗
应用、以超硬材料为重点的新材料等核心领域。

据统计，自创区成立以来，作为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共签约落地了67个
产业项目，总签约额约 834亿元。先后引进开
发了亿达科技新城、赛维小镇、大数据产业园、
紫荆科技园等一批产城融合园区。

围绕传感器、信息安全、大数据等主导产
业，引进建设了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猪八戒
网、紫光智慧计算终端全球总部、中国长城自主
创新基地、哈工大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新华
三大数据总部、启明星辰华中大数据总部项目、

明峰医疗高端医疗生产基地项目、芯盾网安基
于DR4H核心技术的内膜芯片项目、创新科智
能制造基地项目等一批战略支撑型项目。

聚焦头部企业，着力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把高新区 99平方公里，近 80万生产生活人口
的真实场景，打造成承载智慧城市项目的实验
场。引入阿里、腾讯、百度、华为、新华三等领
航企业的生态体系，搭建高新区“一台五峰”战
略架构。

高新产业发展蓬勃向上集聚成势

转型升级活力澎湃创新驱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谁牵住了科技创新
这个牛鼻子，谁下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
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十三五”以来，高新区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要求，着力营造创新氛围，通过出台创新政
策，搭建创新平台，强化人才支撑等举措，聚焦
创新驱动，助推转型升级。

打造系列创新创业平台。先后举办、承办
郑州创新创业高峰论坛暨“郑创汇”总决赛、郑
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论坛、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2019世界传感器大会等大型创新创业活动 10
余次；开展“走进中科院系列活动”“走进重点
高校”和“走进资本市场”等系列产学研金合作
活动7次。

知识产权优势持续聚集加速转化。获批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试点区、河南省北斗导航试验区。专利申请量
连续 4年过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持
续保持全市领先地位，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100
余件在全省领先。2019年在全省率先成立“郑
州高新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基金规模达到2亿
元；联合10余家商业银行建立1亿元知识产权
风险补偿池，质押融资累计17769万元。

推出国内最具力度的科技创新服务券政
策。在目前国内服务券政策中支持金额最大、
受众最广、服务内容最全。每年设立 1亿元科
技创新专业服务券，在全省率先通过前补助方
式重点支持科技型企业、人才、平台、机构在创
业成长发展阶段中购买所需的专业化服务。

加快创新引领型企业、人才、平台、机构
“四个一批”建设，催生更多创新成果。截至

2019年年末，创新型龙头企业由4家增长到14
家，占全省的14%，全市的58.3%。全区市级以
上研发机构803家，总数位居全省高新区第一。

高层次人才数量居全市之首，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含分站）23家，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1家，占郑州总数30%以上。科技人才和创新
资源密度中部领先，初步形成了“两院”院士、
中原学者、科技创新杰出人才、科技创新杰出
青年等组成的金字塔科技创新人才体系。

着力提升创新创业孵化能力。截至 2019
年年末，创新孵化载体数量从17家增至61家，
是 2015年的 3.59倍，其中国家级孵化载体从6
家增至22家，是2015年的 3.67倍；在孵企业从
2000家增至3730家，增长86.5%；2019年国家
高新区评价中，郑州高新区以在孵企业数3400
家位列全国高新区第五位。

勇于破解发展难题深化改革

回眸“十三五”，郑州高新区改革蹄疾步
稳，勇毅笃行。以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以
发展提升实力保障改革，紧扣改革主线，形成
了一批有特色、有分量、有影响的改革成果，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取得良好成
效。通过“赋权、改制、考核、激励”，构建了科学

高效的管理服务、干部管理、绩效考核和分配激
励“四个体系”，“两级两类四板块”的组织架构。

改革期间，扩权赋能实现新的突破，与省
直部门开通直通车事项 142项，关键事项全部
实现直通。

全省首个开发区暂行规定——《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获批实施，明确了

管委会派出机关的性质，同时以授权为主、委
托为辅的形式将 4982项行政权责事项赋权给
高新区管委会。

全省新型产业用地（M0）试点落户高新
区。紫荆科技园、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用地通
过公开挂牌出让成交，成为河南省首次落地的
新型产业用地项目。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筑巢引凤

服务有“温度”，发展才有力度。“十三五”
以来，高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把政策优惠
和优质服务转换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催生出聚企强磁场。

“放管服”改革取得扎实成效。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 90个工作日以内。建立

企业开办一件事“一张表单申请、一个窗口受
理、一个流程办理、一日全部办结、一个窗口出
件”的“五个一”服务模式，推动企业开办“一件
事”零成本一日办结，在全市率先推行 40项事
项的办事材料可免交身份证即可办理的功能。

企业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深化。坚持企业

家接待日、重点企业分包和定期走访制度，及
时协调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助力不断做大
做强。

高新区已初步形成了涵盖创新创业、企业
培育、产业发展、要素保障、营商环境五大类的

“金梧桐”“1+6+N”政策体系。

绘就发展幸福底色宜居宜业

沿着科学大道一路西行，一座座高新园区
鳞次栉比；常西湖宛若绿带环绕。目及之处郁
郁葱葱，一派盎然生机。郑州西区这片99平方
公里面积的高新技术集聚的区域，正在全力成
长为郑州新发展的活力区，郑州“西美”新布局
增长极、发动机。

截至 2019 年年末，郑州高新区建成区面
积由2015年 42.86平方公里增长至62.14平方
公里，新增开发19.28平方公里；年均新开发面

积增长了4.6倍。
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高新区。大

气污染防治成效初显。2019 年主要污染物
PM10年均浓度同比降低 11.5%，PM2.5 年均
浓度同比降低7.5%，优良天数151天。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015 年—2019 年，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政道路项目共计实施144
项，建设里程 100.445 公里。打通 3条连接市
区的出入区口道路，已通车项目 85项，通车里

程51.769公里。安置房共网签28462套。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奋力发展，郑州高新

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跃上新的台
阶，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展望“十四五”，郑州高新区必将以奋楫争
先的闯劲、披荆斩棘的拼劲、滴水穿石的韧劲，
为建成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奋斗目
标夯实基础、累积动能。育新机、开新局，新的
发展故事将上演在更加壮阔的时代舞台上。

□何可

“十三五”，见证了郑州高新区

的奋进发展历程。

这5年，在波澜壮阔的变革中，

郑州高新区在时代发展浪潮中书写

蓬勃发展的精彩乐章，积淀下深沉

的记忆。

这5年，郑州高新区吹响了高

质量发展的嘹亮号角，抢抓机遇、全

面布局,激发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澎

湃动力。

作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核心区，引领高新产业的前沿阵

地，5年来，郑州高新区紧紧抓住重

大机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省、市关于高新区发

展的决策部署，努力当好带动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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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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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区进一步坚定国家高

新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功

能定位、国家自创区“体制机制改

革、政策先行先试”使命任务，明确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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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实践“围绕

产业链，布局科创链，完善金融链，

强化政策链，建设更加宜创宜业宜

居智美新城”的“四链一城”路径。

截至2019年年末，郑州高新区

“十三五”期间主要目标基本完成，

主要经济指标、科创指标均实现了

大幅提升。

深化“高”“新”布局 蓄势高质量蝶变
——郑州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纪实

聚焦四大核心领域

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以网

络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以精密测

绘为重点的北斗应用、以超硬材料为

重点的新材料。

截至 2019 年年末，全区实现 GDP

496.24亿元，是“十二五”末2015年的

2.26倍；

全口径财政收入 145.68亿元，是

2015年的1.83倍；

一般公共预算45.12亿元，是2015

年的1.56倍。

全社会研发投入 49.57 亿元，是

2015年的3.85倍；

专利申请量12703件，是2015年的

2.02倍；

专利授权量 7580，是 2015 年的

2.26倍。

创新

截至2019年年末，创新型龙头企业

由4家增长到14家，占全省的14%，全市

的58.3%；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从242

家增至823家，增长240%；科技型中小企

业从310家增长到1399家，增长351%。

“金字塔结构”创新主体队伍。形成了

累计 15家上市公司、75家新三板企业、

448家四板企业、823家高新技术企

业、1399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和 1家

准独角兽企业、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28

家瞪羚企业及74家潜在瞪羚企业。

人才

拥有 2个诺奖工作站，驻区院士 14

人，国家“万人计划”专家12人、青年长江

学者2人、中原学者8人、海外高层次人

才 15人；“智汇郑州”高层次人才 102

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含分站）23家，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1家，占郑州总数

30%以上。

政策

构建“1+6+N 金梧桐”政策体系。

2015年以来累计出台 18项惠企政策，

2019年以来围绕政策体系，聚焦主导产

业，先后密集出台了“企业梯度培育双十

条”“智能传感器十条”“网络空间安全十

条”“北斗+十条”等 12项创新型政策。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郑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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