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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须知
本次展示的 11 个方案不

分先后顺序，评选将在《河南日
报》、《郑州日报》、《大河报》、
《郑州晚报》、中原网、中原网微
信、今日头条和郑东新区官网
同步启动，评选展示及投票时
间从 4 月 25 日 9 时开始，到 5
月 4日 18时截止。

投票通道：公众需要在中
原网、中原网微信或郑东新区
官网进行投票。

投票规则：本次展示的 11
个方案均包含“双塔”“双馆”以
及“双中心”三个子项设计内
容，市民最多可选择三个您最
满意的子项设计分别进行投
票。此次评选采取实名制投
票，公众在完成投票信息录入
并确认信息后投票才算成功。
（注：“双塔”为龙湖金融中心北
部 240 米超高层建筑；“双馆”

为河南博物院东馆、综合艺术
馆；“双中心”为文化活动中心、
国际会议中心。）

评选奖励：郑东新区管委
会将在投票活动结束后通过电
脑随机抽取 200名幸运参与者，
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名单，届
时，幸运参与者一家三口将受邀
免费登上郑东新区如意湖畔的
千玺广场 58 楼游览，俯瞰郑州
美景。

本版图片由郑东新区管委
会提供。

本次评选活动最终解释权
归郑东新区信息中心。

郑东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
www.zhengdong.gov.cn
中原网 www.zynews.cn
扫描二维码参与投票
友情提示：11个方案的详

细内容和更多图片，请登录郑
东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

刘 力
全国建筑设计大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

▲

一张蓝图绘就城市名片
规划建设郑东新区，是21世纪初河南省为拉

大省会郑州城市框架、增强辐射带动能力而推进
的一项标志性工程。2001年规划、2003年开建，
历经 18载，郑东新区一张蓝图绘到底，已耀然成
为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4500 亿元、建成区面积接
近 150 平方公里、城市核心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9%的河南省改革开放亮丽的名片。

作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样板工程，郑东新
区被称赞为“新城区建设的点睛之笔”，从郑东新
区“看到了郑州的未来，也看到了河南的希望”。

郑东新区发展成就的取得，得益于高水平的
规划引领。2001年，河南省、郑州市在国内率先
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征集郑东新区概念性总体
规划，黑川纪章方案成为郑东新区的发展蓝图。
这个方案确立了如意形的城市形态，破解了“千
城一面”的全国性难题。

国家中心城市、河南自贸区、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河南）大数据综合试验核心
区……如今，国家战略叠加让郑东新区发展步伐
进一步加快，如意之城活力不断迸发，发展势头
越来越好。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建筑设计大师、
深圳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王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教授

点睛之笔闪耀中原大地
党的十九大昭示着新时代、新征程的开始，在

中原大地上，标志性城市建筑群落的构建与崛起
正在谱写新的史诗，城市因此获得更多的发展活
力与繁华气象！

此次规划设计的方案在龙湖金融中心，它是
郑东新区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先导区、示范
区、核心区的一号工程，也是郑东新区打造金融
业、信息服务业发展双高地、双引擎的重要战略
性支点。金融中心由内外环 42栋建筑和 2栋超
高层建筑、4栋文化建筑围合而成。目前，内环20
栋 60 米高的金融办公楼宇已经基本建成，外环
20栋 100米高的楼宇已经全面开工。

方案涉及的 2座 240米双塔是郑州未来新的
城市之门，也是龙湖区域的视觉焦点，具有不可
替代的标志性地位。4个文化建筑的规划建设，
有利于更好地展现中原文化精髓，完善金融中心
服务功能，提高郑东新区乃至郑州的城市品位。
这6栋建筑是龙湖金融中心的收官之作。

为高起点进行项目方案设计，郑东新区依托
中国建筑学会的国际影响力和高层次平台，向全
球优秀的设计单位发出邀请，精选确定了国内外
11个设计团队参与方案竞标。经多轮对接与构
思，11个团队均完成概念性方案设计，6栋建筑的
神秘面纱即将揭开。

在揭开面纱之前，你的投票参与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城市的面孔不再是一种遐想，城市
的模样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郑东新区管委会投票通道

中原网投票通道

集

专家云

▲宋春华
原建设部副部长、
中国建筑学会原理事长

▲矶崎新
国际建筑设计大师,
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大师

▲承孝相
韩国履露斋建筑设计事
务 所 创 始 人 、第 一 任 首
尔城市总建筑师

▲Gilchrist Gensler
全球高层建筑负责人、
美国建筑师学会会员

▲魏敦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建筑设计大师、
华东建设集团资深总建筑师

▲黄星元
全国建筑设计大师、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

““如意城市如意城市””收官之作收官之作““城市之门城市之门””闪耀中原闪耀中原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超高层建筑及文化建筑

国际概念性设计方案开始网络评选

俯瞰郑州郑东新区，CBD与龙湖湖心岛及

南北运河带所形成的“如意”之形，芳华显现，

渐趋完善。

其中位于“如意”最北端两座 240米的超

高层建筑和 4座文化场馆，被誉为龙湖金融中

心的“收官之作”和“点睛之笔”，因而万众期

待，备受瞩目！

4 月 21 日—22 日，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

心超高层及文化建筑概念性设计方案国际征

集评审会亮相，国际大师、业界泰斗、中国工程

院士、全国建筑设计专家云集，共同为收官龙

湖金融中心，点亮城市璀璨之光，献策献智。

城市向上生长，不久的几年后，你会发现

自己身处的大郑州，如此美好！像悉尼、阿

姆斯特丹等一般拥有令世界瞩目的伟大城

市建筑群，并因此获得更多的发展活力与繁

华气象！

城市不再平凡，城市的模样就在你的选择

之中，我们诚邀您为喜欢的名家设计与城市地

标投票，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心城市。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现有职工近 2000 人，其中包括工程院院

士 2 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5 人。设计院
先后设计完成了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国
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奥运会国家主体
育场、故宫保护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GMP（德国）

GMP 是少数进行全方位设计的建筑师
事务所之一，其对建筑项目从方案设计到施
工建造直至室内装修全面负责。公司在中国

已建成的代表性项目有上
海浦东展览馆、深圳大运
会体育中心、上海东方水
上运动中心、重庆大剧院、
国家博物馆等。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国 家 甲 级 建 筑 设 计
院，业务领域涵盖各类公
共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和 专 项 规
划 编 制 等 。 代 表 作 有 北
京菊儿胡同居住区、北京
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
书 馆 、北 京 天 桥 剧 场 、清
华大学设计中心楼等。

◆Miralles Tagliabue EMBT（西班牙）
强调城市空间以及建筑环境与公共空间

一致性。事务所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上
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市和台湾台
中市的办公塔楼、德国汉堡港城公共空间等。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始建于 1979 年，院长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何镜堂。
代表作包括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乐山大佛

博物馆等。
◆汉沙杨（马来西亚）

自 1975 年成立以来，代表性项目包括阿
布扎比生态湾塔、北京世界贸易中心、中国华
南新城总体规划等。
◆同济规划＋华都建筑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获得“城
市规划设计甲级资质”。上海华都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相继设计完成了一批标志性商
业与文化建筑。
◆马达思班建筑设计事务所（美国）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美国东海岸作为
基地，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以各种
形式参加建筑设计。
◆MZA（美国）

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在中国上海设有
分公司。代表作有福州海峡非物质文化遗产
园、福建省电力调度中心等。
◆NEXT事务所（荷兰）

成立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其优势在于以
开拓性思维实现在建筑设计中有说服力的创
作。
◆TFP Farrells（英国）

TFP Farrells是享誉国际的建筑设计公司，
项目包括公司总部、展厅、博物馆、交通和基
础设施项目等。

您最中意谁的方案 请投一票

评审专家评议设计方案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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