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地，新城崛起！

2020年9月15日，郑州中原科技城管理委

员会正式揭牌。2021年 2月 26日郑州市委主

要领导在中原科技城建设推进会上强调，要提升

认识，明确任务，强化责任，全力推动中原科技城

等核心板块建设发展。中原科技城建设是郑州

市落实中央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实际行动和具

体实践，是科技创新的有为之举、遵循科创规律的

科学之举、实现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关键之举。

作为郑州新旧动能转换发动机、中原地区

科技创新策源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的中原科技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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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板块组成，

其诞生与发展都具有非凡意义！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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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科技城“鲲鹏”初展翅

大华股份 海康威视郑州科技园 中原科技城国际化人工智能科技园

中原科技城投资促进中心中原科技城投资促进中心

当今，科技强则国家强。我国全面推进科技
创新的“号角”吹响，中央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
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省委、省政府对郑州提出的“三个在”目标要
求，郑州需“强化国家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和高质量
发展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定位期望，必须扛起承接
聚集创新要素的重任，为全省的科技创新提供强
有力支撑。

2020年郑州市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亿元，进
入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 20强。特大城市框架基
本形成的郑州，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阔步前行。

“进入新的时期，加快推进郑州的科技创新，
既是战略之举，又是当务之急。从发展阶段看，郑
州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塑造以科技创新为根本
驱动力的现代经济体系，是郑州跟随时代步伐、全
面崛起的正确路径。”郑州市委主要领导说。

2020年 9月 15日，中原科技城芳容初现。郑
州市提出“一年起步、三年初具雏形、五年基本成型”
的发展目标，全力打造这一立足郑州、辐射全省、面
向国际的重要平台，努力构建形成研发在郑州、孵化
在周边、转化在全省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格局。

建设以来，中原科技城焦点频现。
在核心区，全球首条在开放道路上运行的自

动驾驶公交线路开通；国内率先实现自动驾驶
（L3）商业应用验证的公交线路运营；今年初科技
城智能出行系统启动，自动驾驶微公交和自动驾
驶乘用车同时驶入大街小巷。

上汽集团云计算软件中心、复星国际、深兰人
工智能生态基地、APUS全球第二总部在内的 70
余个领军项目，也纷纷“花”开中原科技城，总投资
超过1200亿元。

中原科技城还在加快科创高层次人才的聚
集。引进一件事“英才汇”正式上线；“数字豫才计
划”项目启动；离岸创新中心正式运转，首批设立
德中创新联盟与中英科技创新平台。

作为中原科技城的引领区，智慧岛的发展气势
如虹：已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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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动力
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多个大数据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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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相继入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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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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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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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郑开大道与前程路交叉口向北约4公里
处的鲲鹏软件小镇，眼前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震
撼人心：

塔吊林立、巨臂摇动，物料运输车辆穿行，头
顶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比比皆是。“鲲鹏软件小镇是
郑州市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 32个核心板块中推
进速度最快的板块，目前小镇的建设仍在提速，春
节假期结束后，已迅速集结了近3000名建筑工人
入场。”郑州市白沙园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说，两
周后这里的建筑者人数还会继续增加，总数或将
超过5000人。

“鲲鹏”是怎样的一座“小镇”？
鲲鹏软件小镇的定位，是为打造富有全球竞

争力的软件产业生态集聚基地、软件产业交流展
示平台、软件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复合活力创新园
区，实现产业优先、三生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
居，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示范项目。

项目一期用地面积约 1690 亩，分为三个组
团，自西向东分别为“创智岛”“创享岛”“创研岛”，
主导产业为基于信创工程的软件研发和应用，总
建筑面积约为 135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科技办
公和研发、酒店会议中心、综合展览馆、学校等。

据介绍，鲲鹏软件小镇项目建设创造了多个
“第一”，创造了“郑东新速度”：

28天完成鲲鹏一小建工手续办理；29天完成
项目展厅建设；30 天完成 15.7 公里施工道路建
设；130天完成 76万米桩基施工；210天完成 53
万平方米基础垫层。截至12月底，27栋建筑物实
现封顶，完成投资约70.6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投资
70亿元的目标。

通过无人机的镜头俯瞰正在建设中的鲲鹏软
件小镇，“创智岛”“创享岛”“创研岛”三岛聚拢形
如大鹏展翅，建设形势喜人，小镇芳容初现：西边
创新人才社区楼体已具规模；中部共享科技办
公建筑气势宏大；东边的研发办公街区与综合
展示中心楼体已多数封顶；云溪湾的绿化也拉开
帷幕……

“中原科技城上升为郑州市的‘一号工程’，郑
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集全市之力将其打造为
郑州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中原地区科技创新
的策源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鲲鹏
软件小镇作为中原科技城的重要拓展区，在郑州
市工作大局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郑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评价。

鲲鹏软件小镇即是科学谷的“核心”支撑。对
小镇而言，不仅在项目建设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
变化，其尚未投用，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香饽
饽”，行业“大鳄”纷纷签约登陆。

数据显示：目前，软通动力、福建南威、超图集
团、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黄河科技集团、农信
通等企业意向签约入驻。

“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州鲲鹏软件小镇位于郑
开科创走廊核心地段，与郑东新区智慧岛、金融岛
联动呼应；从定位上看，项目聚焦于大数据主导产
业，旨在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数字经济发
展新高地’，是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的重
要承载区，这些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助
力！”南威软件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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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落户中原科技城的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
有限公司，其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林杰近日又
开始忙碌起来。“我们研发的‘智能出行器’技术已
经十分成熟，其中的全自研关节模组是产品的关
键，对于科创企业而言，将技术转化为产品是至关
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次我们选择入驻白沙园区的
智能制造小微企业园，在那里完成产品的批量生
产。”林杰说。

林杰所说的智能制造小微企业园，就在白沙
园区。

白沙园区西倚十省通衢郑州，东临八朝古都
开封，管辖范围西起京港澳高速、东至新107国道
(万三公路)，北起黄河，南至陇海铁路，总面积156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 79平方公里。自 2013
年以来，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 1500亿元，
建成区面积突破 3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 40万
人。

2020年，白沙园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0.6
亿元，同比增长24.5%，占郑东新区固定资产投资
总数的 36%。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370.1 亿元，同比增长 13.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46.57 亿元，同比增长
15.5%；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45.53
亿元，同比增长134.7%。税收完成12.95亿元，同
比增长13%。先后三次被评为郑州市“两快”产业
集聚区。

“白沙园区正在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目
标，围绕中原科技城建设奋力助跑。”郑州市白沙
园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说。

除了建设如火如荼的鲲鹏软件小镇，白沙园区在
高质量发展的“棋盘”上，还有多枚有分量的“棋子”。

“十四五”期间，郑州市将加快布局建设小微
企业园，加大对存量园区改造升级，充分利用低效
工业用地建设“园中园”，利用闲置厂房建设创新
创业综合体、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力争3年内打造
60个以上的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为创新型、
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加快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是郑东新区落
实“东强”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促进中原科技城研
发成果转化，加快白沙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2020年，郑东新区谋划将 6个智能制造
小微企业园，集中布局在白沙园区，通过产业转型
引入智能制造。

2020年以来，白沙园区管委会委托专业机构
进行产业调研和分析，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小微企
业园建设的方案谋划。目前，项目方案已制订完
成，项目选址、建设时序和产业定位已经明确。中
原动力机器人公司、华兴通信、亿航智能等企业为
此投来“橄榄枝”。

“研发成果转化需要讲求时效，我们公司已进
驻企业园，正在做批量生产的前期准备。”林杰说，
他与多个科创企业负责人一样，看中的是白沙园
区在专业领域发展的超强转化力与承载力。

另外，白沙园区还在推进产业集聚区提档升
级上“下真功”，以“十四五”规划为引领，以“百园
增效”行动为突破口，以晋星进位为目标，推动工
作落实，积极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和园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

春潮涌动，万象更新。
2021年，围绕中原科技城的建设，白沙园区

奋进的脚步已经铿锵向前：
加紧建设的鲲鹏软件小镇将完成一期开园，

以“举办地”的身份迎来2021年河南省数字经济
峰会的召开，并以小镇为主要载体和先行区，推
进园区管理和服务智能化、物联化、互联化，打造
智慧产业服务平台、社区服务平台、园区综合管
理平台，以愿景驱动各方力量为智慧园区建设
服务，提供人机物事深度融合，开拓可持续发展
空间。

智能制造小微企业园将坚持以智能制造及
上下游产业、大数据及工业互联网产业为主，配
套产业为辅的产业定位，优先引进具备自主核心
知识产权、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小微企业，加快
形成“顶天立地”大企业带动、“铺天盖地”中小企
业配套支撑的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发展局面。

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打
通关键节点，实现与主城区交通互连互通……

据介绍，2021年白沙园区主要预期目标锁定
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完成规模以上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380亿元、税收收入13.5亿元。

未来，白沙园区将打造成为中原科技城产业
项目承接地，郑东新区固定资产投资主战场，全
省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示范区。

为此，笃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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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软件小镇鸟瞰效果图

白沙园区城市风景

高质量发展中的郑州市郑东新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郑州市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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