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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足劲加满油 聚力高质量发展
——从“百强”看金水区经济新变化

作为发展“压舱石”，新型城镇化既是产业发展的优势延
续，更是布局长远的战略考量。

“有科学规划的指引，我们一方面对辖区进行了‘三大板
块’的功能定位，致力于打造全省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另一
方面，优化产业布局，突出产业培育，强化载体建设，系统构建
以金融商贸和高技术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致力形成

‘园区引领、板块联动、多点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新格局。”金
水区委书记陈宏伟说。

从昨日的西关虎屯到今天的郑州国贸，从昨日的燕庄到今
天的曼哈顿，从昨日的西史赵到今天的普罗旺世……金水推出
了一个个引领全市的新型城镇化“样板工程”。目前，金水辖区
内 81个村庄已经全部搬迁完毕，建成安置房 641.8万平方米，
推动 9.33 万群众喜迁新居，今年年底群众回迁率将达 85%。
不仅彻底告别了“城中村”时代，也有效破解了发展空间瓶颈和
要素制约，腾出土地近 6万亩。按照“组团布局、差异发展、辐
射带动、梯次推进”的路径，金水对腾出的土地高效“再造”、科
学布局——中心城区，实施产业置换和有机更新，优化商圈、楼
宇和特色街功能及业态布局，做强做精金融服务、商贸商务服
务、电子信息和总部经济等产业业态，提升中心城区产业魅力；
北部城区，引进商业综合体和城市综合体，形成以现代商务、都
市休闲、文化旅游等为特色的商贸服务业次中心，依托国家知
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知识
产权服务等高端服务业；金水科教园区，金水“智慧之源”，以

“一区引领、双自联动、三化并进、四链融合”为引领，汇聚各类
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项目，今年被正式纳入发改委、
科技部等六部委审核公告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2018年版）。

改革春风首先吹起的，是名为创新的风
帆，它让金水人拥有了一往无前的闯劲，也树
立起了一个个标杆——

中国郑州（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中心顺利挂牌，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时间可
由原先的3-6个月缩短至10个工作日。

全省首支、总规模2.5亿元的重点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基金正式成立，集聚知名创意设
计企业112家，获批“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
聚发展示范区”。

在全省首家设立区级金融港，帮助中小
微企业融资发展，助推优质企业挂牌上市，累
计新三板挂牌企业32家，中原股交交易中心
交易板挂牌企业21家，均位列全省前列。

加快研发“金典六策一网通”综合管理服
务系统，实现科技创新类服务“最多跑一次”
的目标，预计年底前全面投入使用。

连续多年举（承）办中国（郑州）国际创新
创业大会、郑州服务外包创新大会和“创赢未
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水区“双创”服务
体系基本形成。

…………
金水区发挥纳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叠加战
略机遇，用足用好政策红利，以开放生活力，
以创新增实力，树立转型发展新标杆。

金水区重点推动贸易便利化转变，深化
自贸试验区和自创区“联动发展”，创新“一址
多照、集群注册”和“区内注册、区外运营”模
式，搭建国际技术转移、经贸交流合作、知识
产权服务等开放平台，打造“双自联动”发展
示范区和“一带一路”经贸交流中心、国际协
同创新中心、知识产权运营保护中心，挂牌运
营“一带一路”经贸产业园，推动跨境电商、服
务外包等行业发展。金水自贸试验区块规划
范围 569亩，西至花园北路、南至柳林东路、
北至新龙路、东至中州大道，其中可用建设用

地318亩。目前，区块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国
际招标完成概念性方案设计，地上总建筑面
积约 80万㎡，地下面积约 70万㎡，总投资预
计120亿元。全区经省商务厅认定的电子商
务企业 215家、在商务部备案的服务外包企
业 115家，均为全省第一。2017年全区外贸
进出口实绩企业达到 869家、占全市三分之
一以上，实现进出口总额17.4亿美元，占市内
六区总量的60%以上。

开放创新资源加速集聚构成创新发展高
地。与美国亚美迪集团合作共建西亚斯亚美
迪国际软件园，与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合作
共建中以科技城，与中科院合作共建中科院
过程所郑州分所，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清华
启迪科技城……开放视角向国际合作拓展，
注重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国际一流企业
集团的合作，努力引进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
强的项目，形成了与美国、以色列等国际发达
地区协同、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联动的创新
发展体系。

“产业的高度取决于科技的高度，而科技
的背后则是人才。”正是这样的清醒认知，让
金水区将人才引进放在与对外开放同等重要
位置，全面释放人才“第一资源”能量，突出创
新引领型企业、平台、机构和人才，本着“引领
中西部，优于江浙沪”的原则，出台支持产业
升级和科技创新的《金典六策》，每年拿出 10
个亿进行专项扶持，这10个亿的“政策红包”
条条真金白银、项项简单易行，使得经济发展
活力和后劲持续增强。

开放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
前，金水区汇聚院士工作站 38个、市级以上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5家，打造众创空间、孵
化器 41家，形成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创业综合体”的创新服务体系。2018
年上半年全区新登记企业超过1.3万户，总量
突破12万户。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巨大的财富，群
众的幸福感就是金水最大的财富。

作为全省文明城区的金水区，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以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为抓手，以生态环境为保障，狠抓生态修复
和城市修补，着力使金水的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生动实践描绘了一幅幅
绿色画卷：

天蓝，让城区发展呼吸顺畅——率先在
全省引入知名专家第三方治理机制，安装施
工围挡防溢座等先进经验在全市推广，323
个工地全部纳入“8个 100%”动态监管，积极
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作，涉VOCS排放
的汽修企业和印刷企业加装污染防治设施全
部完成，辖区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水清，让城区发展灵动自如——大力实
施全域增水行动，积极推进贾鲁河综合治理，
顺利完成贾鲁湖的建设和蓄水，取缔拆除黄
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渔家乐、违章建筑，建成
区内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同时，积极完善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界标、警示标牌和宣
传牌，加快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

地绿，让城区发展自然本真——突出“中
心城区见缝插绿、北部区域留白增绿、科教园
区规划建绿”，积极拓展绿化空间，运用见缝
插绿、立体造绿、拆违扩绿等方式，累计新建
公园游园 43个，新增绿地 475万平方米，全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5%。

有序，让城区发展文明和谐——突出

“安全、整洁、有序、文明”，先后启动两轮城
市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在全省建立“五室一
庭、四权分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新模式，
全面推进以“路长制”为载体的城市精细化
管理，市容市貌、交通管理等方面问题得到
有序治理，现代化、生态化的城区形象逐步
显现。

群众的幸福感就是最大的财富。金水区
以增进群众福祉为根本，坚持把财力向民生
领域倾斜，狠抓公共服务提升和优质品牌打
造，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 75%。
金水区先后被评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区、科
技进步先进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
谐社区建设示范区、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示
范区、全国综治工作先进集体和国家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实验区。

条条民生新政破浪前行，件件民生实事
落地生根，项项民生工程如火如荼：投资13.3
亿元建设市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心，地 98
亩、总体量 18.2 万平方米，包含便民服务中
心、文化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
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是中部地区功能最全、
投资额度最大的市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
心，明年 6月将全面投入使用。建成党群服
务中心 6 个，规范提升各类便民服务项目
3583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实现社区层面
全覆盖并向大型楼院延伸。投资 8亿元建设
金水区总医院，形成总医院—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三级医疗服务体系，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和全国妇幼健康服
务示范区。

“持续发展需产业来支撑，项目的高质量能催动产业发
展的高质量，要把每一个新的项目做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现做大总量、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最终目标。”金水区
区长魏东说。

有科学规划的指引，重抓项目带动是金水区解决如何加快
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金水近年来“埋头抓项目，转型促
发展”的发展关键词一直没有变，一任接着一任真抓实干，为经
济发展积蓄强势的后劲。

好项目、大项目频频落地，有效推进创新转型跨越发展。
华为、IBM、北京中科安永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汇聚金水。
中科院过程所郑州分所（过渡）、IBM人工智能及区块链开发
平台、华为国内综合服务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研究院等38家国内具有核心影响力的重点项目相继落
地金水区倾力打造的集科技研发、技术转移、创新孵化、人才集
聚、综合服务配套于一体的高端创新综合体——金科智汇谷。

金水区坚持“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工作方法，2017
年，引进总部企业85家，引进年收入破亿企业13家，引进年营
收破亿大型地产项目 17家；金水科教园区获批升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累计基建投资突破40亿；多达7个园区入驻超过
120家高新企业及研发机构；经省商务厅认定的电子商务企业
215 家、在商务部备案的服务外包企业 115 家，均为全省第
一。集中谋划推进共享生态科技、信息安全等两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和虚拟现实、知识产权服务、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四个百亿
级产业集群，目前以信大捷安、山谷网安为龙头的信息安全产
业集群基本形成，获批省市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基地，预计2018
年产值将达到 60亿元；与“中关村在线”共建的共享生态科技
产业城O2O孵化器和智能体验馆已经投用，在孵的共享生态
科技企业达到25家。

据悉，金水区 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成功突破 1000亿元，
其中实现金融业增加值334亿元、占33.9%，商贸业增加值156
亿元、占全市16.3%；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4亿元，占服务
业的比重达到73%。

1 新型城镇化：
打开城区发展新空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建勋 冯刘克
本报通讯员 王珺洁 崔雅男

在近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百强区发展白

皮书》,金水区位居中国百强区第25位，中部地区

首位，河南省唯一。这展示出金水区强劲的高质

量发展底蕴和实力。

有着独特区位优势的金水区，一直是全省城

区经济的领跑者，但也面临着土地资源匮乏、发展

空间狭小、优势企业外流……这些“成长中的烦

恼”。在全国968个市辖区中，金水区如何能交

出一份如此靓丽的成绩单，强自何来？

金水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在于其对自身科学

发展的清晰定位以及与时俱进的改革魄力。在

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发展、创新发展、生态建设

中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早

在三年前，该区前瞻规划，提出了“实现两个率

先、领跑中部城区发展”目标和“一二三四五”的

发展路径，把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布局相结

合，以产业高地建设为支撑，将创新驱动作为首

要发展策略，将活力金水作为第一发展方向，造

就了百强区的繁荣盛景。今年前三季度，该区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968.7亿元，同比增长9.5%，增

速比全国、全省和郑州市分别高出2.8个、2.1个

和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869.4亿元，同

比增长 8.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7.02亿元，同比增长12.8%。

开放创新：
树立转型发展新标杆3

生态建设：
收获绿色发展新“财富”4

重大项目：
催动产业发展新抓手2

活力充盈的金水区

城市小品

金水科教园区

金水之晨

璀璨城区

生态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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