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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关于组织会员单位赴郑州金水

区调研考察的通知

CCIA 秘[2018]039 号

各会员单位：

为对接地方网络安全工作需求，帮助会员单位了解地方

网络安全产业相关政策，促进会员单位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和

交流，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上旬组织

会员单位赴郑州金水区开展调研考察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调研考察时间：12 月 3 日至 8 日（具体时间待定）。

二、调研考察地点：郑州金水科教园区（金水区及科教

园区介绍见附件 1）。

三、活动安排：与郑州金水区相关部门领导座谈、考察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

四、调研费用：本次活动联盟不收取费用，调研考察活

动相关费用自理。

五、报名及联系方式：请务必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前

填写回执（见附件 2）中的发送至 sunj@cesi.cn。 联系人：

孙晶 电话：010-64102639 15011352665。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秘书处

2018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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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金水区区情概述

金水区是河南省会郑州市的中心城区，因发源于春秋战国

时期的金水河流经辖区而得名。辖区总面积 136.66 平方公里，

其中城区面积 70.65 平方公里，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区之

一，常驻人口 145.33 万，占全市的 15.19%，远超郑州市其他

15 个县（市）区。

金水区是河南省委所在地，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金

融、信息的中心。辖区经济繁荣，交通便利，设施先进，功能

完善，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较为优质的资源禀赋。去年

以来，随着“三区一群”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步伐全面加快等多重改革红利加速释放的重大发展机

遇，金水牢牢盯住“实现两个率先，领跑中部城区发展”的奋

斗目标，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突出改革开放，突出创

新驱动，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挑大梁、走前头、做贡

献”，全面形成了转型发展、赶超发展的良好态势。

2017 年，金水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9.5%的高速增长，总

量达 1203.4 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 224 亿元，增长 21%，在

全省 157 个县（市）区中稳居第一；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在全面落实各项税收减免政策的基础上实现两位数增长、达

到 55.5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达到 770.8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10.1%，达到 528.3 亿元；外贸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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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绩企业达到 869 家、占全市三分之一以上，进出口总额达到

17.4 亿美元，超市内六区总量的 60%；现代金融、高端商贸和

高技术服务等主导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分别实现 334 亿元、

155 亿元和 156 亿元，合计占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的 60%；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525 元，稳居全省第一。

区域发展活力在开放创新中加速释放。自贸区金水区块管

理架构和推进机制全面建立，创新“一址多照、集群注册”工

商注册方式，目前已吸引入驻 72 家（需配图）；自主创新示

范区新设立院士工作站 2 个、国家级实验室 4 个，引进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及团队 29 个，居市内六区第一；

金水科教园区新引进美国硅谷 PNP 等一批国际化创新服务机

构，成功获批建设省市两级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科技

园区积极支持培育中关村在线等知名电商平台，稳居省级特色

园区前十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集聚知识产权服

务及文化创意类企业 203 家，并正式挂牌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九巡回审理庭和全省首家知识产权巡回法

庭。

时代创伟业，盛世展宏图。当前，金水区正在牢牢抓住中

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新机遇，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来

金水旅游观光、投资兴业，我们期待与各界朋友共谋发展、共

图大业、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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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金水科教园区简介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成立于 2013 年，位于郑州市东北部，

南接郑东新区龙湖和龙子湖区域，北至黄河南岸，西起中州大

道，东至京港澳高速辅道，规划面积 56 平方公里。

金水区始终把金水科教园区作为引领全区发展的催化剂、

助推器和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阵地，举全区之力、集全

区之智加快建设，力争将科教园区打造成为集“智慧园区、科

技园区、生态园区”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先后投入 40 亿

元推进道路建设，目前杨金路等 23 条道路已实现全线或部分

路段通车，贯通郑东新区的龙源路、龙津路等 31 条道路正在

建设。以村庄搬迁改造腾挪空间，仅用时不到三年便完成了

12 个行政村的村庄搬迁工作，实现腾挪发展建设用地 2.2 万

亩。

2016 年，金水科教园区获批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纳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区块和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郑州片区“一区四园”建设范围。2017 年，获

批河南省、郑州市两级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基地。园区顺势而为、

趁势奋进、借势发力，经过充分论证和详细分析，研究确定了

“一区引领、双自联动、三化并进、四链融合”的发展目标和

“四基地”“一中心”“两集群”的产业定位。

“一区引领”即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为引领。

“双自联动”即利用自贸区的开放合作优惠政策和自创区

的科技创新先行先试优势，探索推进自贸区和自创区的功能有

机融合、深度叠加，形成放大、辐射和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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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并进”即推动创新创业国际化、投资贸易便利化、

园区建设现代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激

发创新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四链融合”即以创新为主线统筹推动资金链、人才链、

产业链、政策链紧密融合、协同发力，共同形成一个有利于创

新、能推动创新、可吸收创新成果的完整创新生态环境。

“四基地”

科技研发基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郑州分所、清

华启迪科技城、朗驰智能机器人科研中心、河南华中生物技术

研究院、北大国际创业孵化中心。

信息安全基地：河南信息安全产业示范基地、金科智汇谷、

河南兴科安全信息总部基地、河南地理信息导航产业园。

服务外包基地：河南外包产业园、聚方科技园、河南创客

产业园、金科智汇城。

共享生态科技产业基地：共享生态科技产业城、河南新科

技市场。

“一中心”：

国际科技交流技术转移中心：依托中以科技城、西亚斯亚

美迪国际软件园等产业园以及硅谷、班加罗尔等驻外招商办事

处，搭建中以、中美、中印等国家的国际技术转移平台，建设

国际科技交流技术转移中心。

“两集群”：

信息安全产业集群和共享生态科技产业集群。2018 年实

现两个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用 3－5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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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完成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的目标。最终将金水科教园

区打造成集研发创新成果策源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平

台、高科技创业企业发展高地及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心为一体

的国际科技城。

紧盯国家级高新区创建目标，以项目带动增强发展动力，

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目前已成功引进清华启迪科技城等

重大新占地产业项目 30 个，张锁江、邓子新等院士工作站 4

个以及彭秀东等“千人计划”专家团队 9 个；打造国家级众创

空间 2 家，省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8 家，河南山谷网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81 家企业获批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信大

捷安等 15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拥有国际专利 80 项，发

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485 项，软件著作权 1076 个，获批移动信

息安全关键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基因检测技术

应用示范中心、大数据安全检测河南省工程实验室、云计算研

究与应用河南省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省级研发中心（重点实

验室）25 个。通过平台构建、政策支撑、体制机制的不断建

立和完善，园区招才引智工作取得新突破。现共有企业从业人

员 21568 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 12304 人；科技研

发人员 10964 人；留学归国人员 96 人；外籍科研人员 11 人。

设立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 2 个商务办事处。2014 年—2017

年，园区连续三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200 亿元，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荣获“五快”服务业专业园区，2016 年度获批郑

州年度“两快”组团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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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金水区调研考察报名回执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备注

注：参会人员请务必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前将回执发送至 sunj@cesi.cn

mailto:%E8%AF%B7%E4%BA%8E2017%E5%B9%B46%E6%9C%8810%E6%97%A5%E5%89%8D%E5%A1%AB%E5%86%99%E9%99%84%E4%BB%B6%E4%B8%AD%E7%9A%84%E5%9B%9E%E6%89%A7%E5%8F%91%E9%80%81%E8%87%B3sunao@china-ci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