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场思想盛宴两场思想盛宴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2019年 11月 6日 星期三

编辑 周仕金 校对 王 烨

8

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当
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各类生产要
素聚集。目前，除了河南和云南之外，包括各直辖市、副省级
城市等重要城市在内的其他各省都已经出台了金融规划。各
地的金融规划都指向一个目标：建设不同层级的金融中心。

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中，郑州拥有国家级的平台——郑
商所，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当充分利用。除此以
外，郑州还应抓住多重国家战略规划获批实施的历史机遇，巩
固提升金融产业既有优势，建立符合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发
展趋势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打造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的
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如全国重要的商品期货交易与定价中
心、全国重要的航空金融服务中心、全国重要的农村金融改革
试验区、全国重要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科
技金融服务中心等。

郑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抓手在哪里？课题组认为，
建设金融中心要做到速度和质量兼顾，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找
准自己的定位，把握“区域性”和“现代性”，要进行错位竞争。
同时，应围绕郑商所做好优势文章，加强人才培养与智库建
设，在高校加大期货相关的课程建设。同时，可以从金融信息
化入手，在科技金融创新等领域找到自己的独特发展路径。

课题组建议，在发展科技金融的过程中，郑州应当尽快建
立包含多种金融工具的多元融资渠道，加强科技金融产品创
新；加大力度开发与科技企业相适应的金融创新产品，构建丰
富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

郑州金融集聚区未来建设遵循

郑州金融集聚区未来的建设，应遵循以下理念：
高标定位、规划引领。应从经济金融发展全局进行谋划

和建设，不仅对标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先进城市，更要向国际成
熟的金融集聚区进行对标。准确把握郑州金融集聚区的定
位、目标和发展战略，突出国际水平和郑州特色，全面提升集

聚区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以高站位、宽视野、新理念、严标

准，推动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

内涵发展、质量为主。在金融集聚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应

避免过度扩张和盲目建设，防止对速度、数量的一味追求。应

统筹兼顾长远目标的实现和当前问题的解决，坚持以提高要

素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为主的集约发展，树立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以市场为主体科学配置金融资源，推动金融集聚区建设由

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变。

创新引领、全面开放。深入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鼓励金融创新、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升新兴金融发展水

平，促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能力，加快形成金融集

聚发展新动能。扩大开放，全面吸收引进国内外优质金融、科

技资源，形成更多以创新为引领的高端发展新优势。

发展战略要坚持“一核带动，双区支持”：以郑东新区金融

集聚核心功能区作为郑州市金融集聚区发展建设的核心，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配套服务能力，提高金融集聚水

平，不断增强郑东新区的核心吸引力，从而建设具有影响力的

“金融机构集聚中心、商品期货交易中心、要素市场汇聚中心、

金融开放创新中心、金融综合配套中心”。同时，应以高新区

和航空港区作为金融集聚发展的两翼，大力提升郑州的科技

金融和航空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地区金融集聚发展的内部多

样化，丰富产品品类，完善要素市场，从而提升郑州区域性金

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外部引进，内部培育”：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国内外

成熟先进及具备发展创新能力的金融、科技、物流、航空、生产

服务类企业入驻郑东新区、高新区和航空港区三大金融集聚

区，进行资源信息共享，实现集聚经济和规模效应，提升区域

品牌影响力，产业竞争力。此外，积极扶持郑州本土金融法人

机构，培育和发展一批“龙头型”的金融机构，推动郑州市成熟

型金融企业、优质的中小企业“走出去”，使之学习国内外的金

融管理经验并完善自身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而拓展更优质、更

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夯实基础，发力创新”：清晰认识目前郑州传统金融业

发展中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直接融资比重不高、金融业对外

开放不够等短板，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推动郑州传统金融业

跨越式发展，促进金融资源加速集聚，形成经济发展与金融资

源集聚的良性循环。同时，积极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融资担

保、小额租赁等新兴金融业务与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等新兴

金融形式的发展，形成对传统金融业的重要补充，占领金融业

发展新领域的高地，推动郑州金融业务创新发展。

“全面发展，差异竞争”：对标国际知名金融中心以及国

家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区建设，努力完善金融要素市场，全

面发展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种行业，优化整体金融生态环

境，实现综合金融服务功能聚集，全面构筑金融业综合配套

中心。基于自身优势和特点对郑州金融业发展进行定位，

发挥利用好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上的龙头

领军作用，鼓励各类商品和权益要素市场发展，并适时推向

全国，打造中西部最大的要素市场聚集地，从而构筑郑州独

有的金融集聚发展优势，实现与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的差异

化竞争。

发展金融产业的具体举措

加快金融开放创新：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外战

略投资者，借鉴外资金融机构在金融集聚区经营理念、风

险管理、人才储备、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经验；加强区域内和

区域间的金融合作，探索与中部其他城市共赢的合作模

式，积极承接沿海地区金融外包业务；积极引进金融法人

机构，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扩大进出口贸易，充分利

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引进外资银行在郑东新区设置区域

性总部或者其他功能型中心，以提升郑东新区金融机构层

次。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做好金融机构的机制创新、产品

创新和技术创新。积极探索普惠、消费、农村、绿色金融创

新发展，推进双创、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

领域实验先行，努力营造金融创新环境，增强金融发展活

力和创新能力，引导不同集聚区之间、金融业和其他产业

之间形成联系紧密的创新链和创新网，建设面向中西部的

金融改革创新区。

培育本土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壮大本土金融机构，打造

本土金融品牌。首先，应大力支持郑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大

做强，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引进中原证券、中原信托等本地法

人金融机构进驻郑东新区，积极做好郑州金融集聚区的品牌

建设。其次，应依托郑州在期货业、要素交易市场上的优势与

特色，继续推动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设。推

进组建钢铁、农资、贵金属、矿产品、原料药和中间体、电子零

组件等商品类交易平台，积极开展产权、股权、物权等权益类

交易，丰富本土金融机构和交易平台种类，运用后发优势，高

标准、高层次加快建设步伐，提升服务意识和管理理念，增强

市场竞争力，扩大经营范围和影响力，并以此为契机扩大郑州

金融业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与首位度。

优化金融集聚环境：首先，应重视培育金融业发展整体

环境，发挥政府主导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全面推行负面

清单制度，出台有利于区域金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快

区域信用环境建设。依托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建立起包括

信息采集、等级评定、信息披露、监督和失信惩戒等在内的

完善的社会信用系统，尤其要解决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信

用评价难题。大力培育金融中介机构，在现有基础上，进一

步发展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与金融

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提高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

力。其次，要对集聚区地理环境和软环境进行提前规划和

及时调整，金融机构及配套服务设施的密度配置需根据金

融集聚情况进行适时安排，在物理数量和机构性质、功能配

比上要有所考虑，既要促进集聚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形

成，也要防止金融机构过度拥挤形成“离心力”，导致恶性竞

争、机构撤离等情况的发生。

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郑州构建

金融集聚区、建设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的过程充满了机遇与

挑战。郑州应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

金融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

心功能区提质发展，增强高新区、航空港区的金融集聚水平和

金融服务能力，打造对接国际、服务全国的金融功能集聚区和

中西部最大的要素市场聚集地。 覃岩峰 李冰冰

建设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把握“区域性”和“现代性”进行错位竞争

核心提示：

2018年，郑州在三个重要的城市指标上有了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一是常住人口突破了1000万；二是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00平方公里左右，使得郑州市域的建成区突破

1000平方公里；三是GDP突破1万亿元。郑州在2018年这一年实现了三个指标一起突破，具有历史性意义，标志着郑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郑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经济中心一定离不开金融，金融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郑州的金融中心该如何构建？如何规划顶层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课题组在《郑

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思路研究》中给出了回答。

从中原地区几个省会城市
（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
郑州、武汉）来看，枢纽经济分值
最高的是西安，其次是武汉，接着
才是郑州。其分值高的主要原因
在于枢纽流量和枢纽型产业两个
关键指标的分值高，而武汉高于
郑州是因为枢纽型产业分值高。
郑州的基础设施分值均高于西安
和武汉，但是由于枢纽流量和枢
纽型产业的落后，束缚了郑州枢
纽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束缚了
枢纽经济的发展动力。

因此，为了充分释放枢纽经
济这一发展模式所能够带来的经
济效益，郑州首先应该加强对枢
纽型偏好产业的培育。结合本地

优势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加快枢
纽型产业园区载体的构建，形成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的发展格局，
并从政策给予引领和推动。

其次，通过各类平台，加强对
外开放格局。充分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通过网上、路上、空中“丝
绸之路”的构建，充分发挥郑州作
为中原中心城市、重要枢纽节点的
作用，将枢纽流量进一步提升。

再次，完善枢纽基础设施，形
成以郑州为核心，辐射周边县乡
的高铁经济圈。以郑州市为核心
点、增长极，开封市、新乡市、焦作
市、许昌市、洛阳市为经济圈内的
次级核心点，通过轨道交通向外
进行辐射，在区域内释放枢纽经

济的动力。
最后，建立高效的枢纽制度，

要充分发挥枢纽基础设施的能
效，除了硬件设备（交通设施、企
业、产业）以外，还需要加强软件
设备——高效科学的运营制度给
予保障和完善。人流、物流以及
信息流是枢纽经济的核心，其中，
怎样充分应用信息流的功能并扩
大知识分享等带来的效应，需要
信息软件以及合理科学的制度。
通过硬件与软件两方面，从实体
枢纽、网络枢纽、枢纽制度三个层
面共同构建郑州的枢纽经济发展
体系，以充分发挥郑州枢纽经济
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潜力。

覃岩峰 李冰冰

如何更好地发展郑州枢纽经济？
以推进综合经济发展轴带为路径加快构建

枢纽经济总排名

核心提示：

“枢纽”从词意探源，是指重要的地点或事物关键之处。无论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乡镇的枢纽，都是其发

展之“命脉”，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驱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

课题组通过研究、实地调研，结合国内外枢纽发展的经验，围绕枢纽经济的三个核心环节：交通枢纽、网络枢纽、枢纽

制度，展开深度研究，并提出以大枢纽集聚资源、要素，以大平台作为引擎驱动资源、要素，推动郑州大产业、大城市、

大开放的发展思路，以此发布了《郑州发展枢纽经济研究》的研究成果。

枢纽经济，是一种以交通为
工具和载体，以聚流和辐射功能
为特征，以科技制度创新为动力，
以优化经济要素、时空配置为手
段，重塑产业空间分工体系，进而
全面提升城市能级的新型经济发
展新模式。这种模式不再是传统
的临空或临港经济，而是以多种
交通方式融合配套而成的经济体
系。交通枢纽是枢纽经济的基
石，以交通枢纽驱动发展的经济
形态就是枢纽经济。为此，枢纽
经济的课题组对郑州模式的枢纽
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发展郑州枢纽经济是一项
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管理制

度等多方面，正如其三大核心环
节运作的过程与机制，不仅要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也
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
作用，更需要建立能够打破政府
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
企 业 之 间 权 力 界 限 的 合 作 机

制。这就需要合理的产业发展、
金融支撑政策、人才政策、对外
开放政策以及用地保障政策。
从五个维度构建保障枢纽经济
正常运作的政策体系（见图表），
以此来促进郑州枢纽经济的发
展和城市的可持续繁荣。

枢纽经济是建立于实体枢纽

（包括交通枢纽、物流枢纽、组织

枢纽等）之上，通过枢纽所具备的

集聚功能所带来的人流、物流和

信息流汇集而形成的平台，能够

促进资源要素快速整合、催动跨

界融合，具有迅速极化、高度扩散

功能，同时具有高度创新性、带动

性特征的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这

种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创新性平

台，通过网络外部性和多边性起

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通过实

现精准匹配，促进产业集群，延伸

产业链、对接供应链，在经济枢纽

点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以城

市为极点辐射周边，在更大范围

内形成区域枢纽经济体，从而扩

展城市经济增长。介于枢纽经济

对城市带来的巨大作用，如何衡

量一个城市的当前枢纽经济状况

及程度是课题组所要解决的一个

重要问题。

通过对城市枢纽经济量化分

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枢纽经济推

动郑州市发展的动力来源，以及

对比其他省会城市和发达城市的

枢纽经济发展情况，从而更好地

制定郑州枢纽经济的发展战略。

枢纽经济发展的本质核心是由枢

纽基础设施及其所带来的流量，

通过集聚效应和枢纽偏好型产业

发挥增长极的作用，进而辐射周

边产业，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因

此，围绕枢纽经济本质核心选定

四个关键指标：枢纽基础设施、枢

纽流量、枢纽型产业、政府投资。

从我国省会城市以及发展迅猛的

地级市中选定 25 个城市（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沈阳、大

连、石家庄、济南、青岛、郑州、太

原、合肥、南京、苏州、西安、武汉、

南昌、杭州、宁波、成都、重庆、长

沙、福州、厦门，其中从地理位置

来看与郑州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

是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合

肥、武汉 6 个城市），来进行城市

枢纽经济的量化研究，并得到以

下结果：

从枢纽经济的视角来看，上

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排名前

五。郑州排在第 15位，对比各城

市GDP的排名来看，郑州GDP排

名也是15位，由此可以看出，各城

市枢纽经济排名与GDP排名相差

不大。城市枢纽经济的发展状况

与其GDP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枢纽经济发展的整体政策体系

城市枢纽经济排名

构建郑州枢纽经济体系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