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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高水平规划建设涵盖“1+8”省辖市、总面

积5.8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670万的郑州都市圈，构建“一核一副一带多

点”发展格局，力争“十四五”末经济总量达到6万亿元，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如何高水平规划建设郑州都市圈？扩容后的郑州都市圈要统

筹好哪些重大关系？“1+8”的都市圈怎样成为区域增长动力和核心引擎，支撑

现代化河南建设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期我们邀请专家进行解析探讨。

郑州都市圈由郑州都市圈由““11++44””拓展为拓展为““11++88””

重塑区域重塑区域竞争新优势竞争新优势
以扩容提质
推动郑州都市圈建设

统筹五大关系
加快都市圈提级扩能

□王元亮

随着洛阳、平顶山、漯河、济源纳入郑州都市
圈，郑州都市圈格局由原来的“1+4”拓展为“1+
8”。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要锚定“两个确保”，
聚势聚力，积极推动郑州都市圈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都市圈扩容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城市群已经进入都市圈竞相发展
的新阶段。都市圈对优化人口和经济空间结构，
增强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日
益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区域协同发展
的主要模式。积极打造都市圈，建立新型的城市
关系，已是大势所趋。进入“十四五”时期，新一
轮区域竞争赛道全面铺开，各区域主动融入发展
大局，谋求不断扩容都市圈，用空间换时间，力争
牢牢把握竞争主动权，进而带动区域整体能级提
升，塑造应对区域竞争的新优势。长三角地区的
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
圈和宁波都市圈已经完成一轮或多轮扩容，其
中，上海都市圈经过三次大扩容，目前已经成为
GDP超 10万亿的全国第一大都市圈，中西部地
区发展速度日益加快的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
圈、武汉都市圈、西安都市圈等，近期已经扩容或
有了扩容计划，都市圈竞争日益激烈，升级压力
不断加大。

在新发展格局中争取发挥更大影响力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郑州都市圈的“重塑
性调整”是着眼国家战略格局、全省发展布局的
重要举措，将大幅提升郑州都市圈的规模体
量。扩容前，郑州都市圈占全省面积的 8.7%、
全省人口的近 20%、全省经济总量的 40%左
右。扩容之后，郑州都市圈的面积、人口、经济
总量大幅跃升，面积扩大了 1 倍，人口超 4600

万，经济首位度近 60%，成为中西部地区常住
人口、经济总量最高的都市圈，扩容后的郑州
都市圈将在新的区域发展平台上充分放大政
策效应和规模优势，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和整合
资源要素，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郑州都市
圈的辐射引领作用，对全省尤其是西部、南部
起到更大的带动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加
快促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打造中部地区
崛起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支点，改变中西部地
区都市圈的竞争格局，加速推动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争取更高的定
位和影响力。

高水平规划建设郑州都市圈

深入贯彻落实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将郑州都市圈建
设成为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一是
加强顶层设计。尽快谋划出台郑州都市圈发展
规划，明确郑州都市圈的城市定位、发展目标以
及建设内容，积极推动郑州都市圈上升为国家级
都市圈。二是明确城市之间关系。树立区域整
体思维，构建“一核一副一带多点”的都市圈空间
格局，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强化分类指导，因
地制宜推进郑州都市圈各城市建设。三是突出
郑州中心城市强核。对标长三角都市圈、粤港澳
都市圈，充分发挥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
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支撑和引领郑州都市圈发
展。四是构建产业生态圈。一体谋划城市产业
分工协作，构建错位竞争、有序发展的高能级、高
品质、特色化的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五是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强化交通基础设施联动
对接，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高效、快捷的通
勤圈。六是建立一体化发展机制。建立郑州都
市圈城市间多层次合作协商机制、城市—区域协
同治理机制和都市圈内各主体利益分配机制，加
快推动郑州都市圈实现全面协同。⑩8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科研处）

推动郑州都市圈融入新发展格局

□林永然

当前郑州都市圈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塑性调整，这一重要
调整既是我省基于区域发展新形势新特征作出的战略考量，也
是凝聚力量提升我省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更好发挥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
体竞争，而是都市圈之间的竞争、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郑州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近年来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化发
展态势日益明显。但是与国内主要都市圈如上海都市圈、武汉
都市圈等相比，郑州都市圈在某些方面相对落后，推动郑州都市
圈扩容是根据我省当前区域发展阶段、内外部发展环境和未来
发展需要作出的科学调整。不能把郑州都市圈扩容简单地理解
为都市圈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应当把郑州都市圈扩容放在更好
地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要素中加
以认识。

推动郑州都市圈扩容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
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主要内容，不仅能够
更好地发挥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形成区域发展
的“强核”，构建起新的区域发展格局；还能够使更多经济主体获
取发展机会，提升区域整体的竞争力水平。同时还要看到，都市
圈本质上是城市间各类生产要素、产业、公共服务、功能、交通等
诸多内容充分融合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空间形态，都市圈扩容能
够使都市圈内各类经济资源超越单一城市边界，实现在更大范
围内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增强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正确处理若干重要问题

推动郑州都市圈扩容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现代化
郑州都市圈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竞争
与合作、集聚与扩散等若干重要问题。

在郑州都市圈扩容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市圈本质上是一个
经济圈，是中心城市突破行政边界束缚、实现经济边界不断扩
大的结果。建设现代化郑州都市圈要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济
要素和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
同时，郑州都市圈内各城市发展定位的协调、生态环境的区域
治理、市场秩序的有效维护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配置等，
则更多地依靠政府力量来实现。

竞争和合作是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因
素。郑州都市圈扩容将会带来竞合主体的增加，一方面将会增
加协调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圈内不同职能和规模等
级城市的合作。因此，郑州都市圈发展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坚持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导向，以统筹城市功能、开展毗邻区
合作、探索飞地经济等模式促进城市合作，保持合理的竞争水
平，同时建立起相对应的利益分成和补偿机制，推动实现“1+
8>9”的经济效应。

集聚和扩散是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最为显著
的关系。郑州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类资源要素不断集聚
和扩散的结果，郑州都市圈扩容将会带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发
展腹地和都市圈内部整体市场容量的极大拓展。因此，协调郑
州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需要郑州不断发挥引领作
用，在提高集聚能力的过程中尽快形成规模效应，不断提升自
身的劳动生产率，并积极利用自身丰富的科技创新、生产技术、
人力资本、平台优势等产生外溢效应。

以扩容提质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加快推动郑州都市圈从产业同构走向功能协同。都市圈
扩容的首要变化是圈内城市数量的直接增加，郑州都市圈内各
城市产业结构相似，急需构建功能协同的产业空间体系。一方
面要推动城市产业间合作。郑州应当积极发挥自身科技创新
优势，聚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高端
产业，做强高端服务环节；同时推动汽车零部件、物流业、食品
加工业等传统产业向圈内其他城市转移，实现产业分工的合理
化。另一方面要推动城市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要积极打破行
政边界和思维定势，探索实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产业资源，以
企业为主体实现郑州都市圈城市间联动发展，共同打造具有国
内外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加快推动郑州都市圈从量的扩大走向质的提升。实现经
济由量的扩大到质的提升，关键在于是否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对
于郑州都市圈而言，一是要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重点以
G30为主轴推进郑开科创走廊建设，打造沿黄科技创新带；加快
重点实验室建设，做强创新平台，针对核心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
开展联合攻关。二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
链共生耦合。以科技创新平台集聚产业要素，加强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和产业基地建设，积极推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质
增效。三是要培育一流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实施高等学校“双
一流”创建工程，支持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高等学校创
建“双一流”。推动郑州都市圈范围内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
产业基地等各主体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对接合作，完善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高制度保障。

加快推动郑州都市圈从项目协同走向制度协同。在都市
圈扩容带来更多参与主体的情况下，需要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
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以及执行的协同性，逐步突破原有以项
目化合作的形式，建立健全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制度体
系，强化在规划编制、市场准入、环境监管、利税共享、联合招
商、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协同。⑩8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

□易雪琴

高水平规划建设涵盖“1+8”省辖市、总面积5.88万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4670万的郑州都市圈，是河南省委、省政府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规
律、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对区域布局作出的重大调整。现代化都市
圈建设不是简单的新一轮空间扩张或是一定空间边界下的政策叠加，
而是在一定时空关系下对各种要素资源的创新性配置。高水平规划
建设郑州都市圈，应统筹好规划建设中的几个关系，加快都市圈提级
扩能，充分释放都市圈建设的结构性潜能，形成更加强劲的增长动力
和核心引擎，有力支撑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协调“画圈”与“建圈”的步伐

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要素资源相互作用后“有机生长”的
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科学规划的指引。然而，不同发展阶段的都市
圈，其发展目标和面临需要协调解决的重点问题有所不同，相应规划
和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有所不同。建设郑州都市圈，应把握好规划与
建设的节奏。

现阶段，应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城镇联系密度和范围、产业分
工协作程度、基础设施保障能力等方面着手，对郑州都市圈发展阶段
进行重新评估，科学判断都市圈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以此为基础制
定新一轮“1+8”郑州都市圈规划，有针对性地设定都市圈发展的目
标和主题，并伴随都市圈的建设发展滚动修订调整规划，及时解决因
边界问题产生的区域性矛盾或空白性难题。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
个城市的现实基础、发展潜力和“组圈”预期，通过弥合性、协同性指
引明确其功能定位、共同任务，鼓励不同成员之间在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载体平台、重大项目、体制机制等方面率先开展更为务实的区
域合作与共建，加快形成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

化解“强中心”与“去中心”的矛盾

长期以来，核心城市凭借着政策力量的加持和区域资源的集聚实
现加速扩张，但以“大城市病”为表象的内部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有
些呈现出“未强先病”的特征。与之对应的是，外围地区由于缺乏合理
预期或足够的正向激励，区域合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大树底下不长
草”现象。因此，建设郑州都市圈，应摒弃“先集聚后辐射”的传统理念
和“聚集不经济”的路径依赖，通过“强中心”与“去中心”并举，推动实现
区域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提升区域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强中心”，就要聚焦提升“一核一副”的核心功能和高端要素资
源配置能力，加快推动郑州打造创新、先进制造业、开放、人才“四个
高地”和洛阳提升发展能级，从而实现从“只集聚”到“有辐射”、从“弱
核牵引”到“强核引领”的转变。“去中心”，就要通过“泛中心化”构建
核心、节点、基层之间的传导机制和“反磁力”机制，强化与中心城市
的功能互补和内嵌式关系，积极承接产业、服务和人口的转移，打造
若干层次不同、功能有别的“新兴增长中心”“次中心”“微中心”，增强
区域整体功能和一体化效应，实现“大树底下好乘凉”。

适应“转移”到“转型”的变化

随着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建设创新型、数字型、生态型都
市圈已成为新发展阶段都市圈建设的新要求。因此，建设郑州都市
圈，需适应新要求新变化，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型推动各主体找准在都
市圈中的生态位，实现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生态链
等的“近域重组”，从而打造更具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更加
绿色低碳的都市圈。

首先，应坚持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加快打造郑开、洛巩、许港等都
市圈产业带，推动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培育发展数字经济，解决好因产
业同构化、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产生的要素资源的内耗和外流。
其次，充分发挥郑州、洛阳的创新优势，打造区域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平
台，推动创新活动向外围圈层扩散与整合，同时鼓励外围地区提升技术
消化转化能力和市场匹配能力，并积极承接与产业配套的创新活动，打
造一批科技创新走廊、集群和矩阵。最后，加快都市圈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统筹区域绿色基础设施、韧性安全基础设施等建设，打造绿色生态韧
性的节点、区块和网络，增强都市圈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缩小“内层”与“外层”的落差

在多数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中，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活服务、公
共交通等优质公共资源供给在空间上呈现核心城市高度集聚、圈层
化明显递减的特征，加重了核心城市的“城市病”，而外围圈层则因为
配套服务落差明显，对人口、产业的吸引力不足，进而导致发展滞
后。因此，建设郑州都市圈，应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提升都
市圈内外圈层城市功能的一体化、同城化水平。

一方面，应以交通互联为先导，打造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高效通
勤圈，提升区域交通一体化供给覆盖率和层次性，构建交通快速换乘
空间和无缝接驳体系，加快“一张”“一卡”“一票”等跨区域交通运营
管理模式创新，推动交通网络从“互联互通”向“直连直通”转变，不断
破解都市圈要素流动的时空紧约束。另一方面，应以民生改善为根
本，打破传统上以行政区划和行政等级为基础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加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衔接，深化政务服务联通互认，推
动都市圈优质公共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服务互利共惠，不断缩小都市
圈城市、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差，真正实现“共享一个圈”。

搭建“权力导向”与“利益导向”的治理组合

都市圈的建设发展是跨行政边界、多利益主体空间单元的治理
模式创新的过程。单靠传统金字塔式行政区划下的治理模式，既无
法满足成员的差异化发展目标，也不利于降低治理成本。因此，建设
郑州都市圈，应引导各城市从单打独斗的属地经济竞争中走出来，在

“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中寻求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
用，打造都市圈利益共同体。

一方面，应加快建立完善由省级领导、省直部门及“1+8”城市主
政者共同组成的都市圈治理架构，并赋予其解决都市圈建设重大问
题的资源和权力，构建多中心、多层级责任嵌套的治理运行机制，形
成权力承接、协调及转化的灵活调整的关系，保障都市圈规划顺利落
地实施。另一方面，应在产业协同、生态共治、设施共建、服务一体、
税收共享等方面建立良好的利益交换机制和交换网络，确保各主体
的利益与成本对等、政策在各主体之间一视同仁，逐步形成都市圈互
惠共生的合理预期和合作动力。⑩8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

国内主要都市圈的基本情况（2020年数据）

名称 范围 面积 常住人口 GDP 人均GDP 单位面积产出
（平方公里） （万人） （亿元） （元/人） （元/平方公里）

上海
都市圈

武汉
都市圈

成都
都市圈

长株潭
都市圈

上海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通 嘉兴
宁波 舟山 湖州

武汉 黄石 鄂州
孝感 咸宁 仙桃
潜江 天门

成都 德阳 眉山
资阳

53703.92

58134.2

33100

28096.5长沙 株洲 湘潭

制图/单莉伟

7745.32

3198.74

2965.78

1668.94

111715.14

26361.01

22353.04

17591.47

144235.67

82410.61

75369.85

105405.05

20802.05

4534.51

6753.18

6261.09

郑州都市圈扩容

扩容前：
郑州都市圈“1+4”涵盖

郑州、开封、许昌、新乡、焦作

总人口约3157万

2020年实现GDP2.29万亿元

约占全省41.63%

扩容后：
郑州都市圈“1+8”涵盖

郑州、开封、许昌、新乡、焦作、
洛阳、平顶山、漯河、济源

面积扩大了1倍，总人口超4600万

2020年实现GDP3.28万亿元，约占全省59.63%

关注“河南日报理论视点”
看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