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行动计划
互联网+大学+城
（华南城案例）

打造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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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推动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
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人’是我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把‘人’的力量调动起来
推进创新，就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李克强总理对释放
全国高校双创潜能寄予厚望。——2016年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李克强总理肯定科研人才在我国推进创新中所能起到的巨大
作用。

中国有9亿多劳动力，目前全国高校在校总人数达3500多万(包
括高等职业学校等)，每年有700多万高校毕业生，这是独一无
二的资源，如果能投入创新，力量难以想象。——来源：《求
是》杂志2015年第20期《催生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李克强
亲自署名文章



“互联网将改变世界商贸大格局”——郑州
华南城讲话指明了华南城创新的方向

互联网将改变世界商贸大格局—郑松兴



创新创业成就了硅谷科技梦想

斯坦福的腾飞，是七十年代之后的事，这还得归功于斯坦
福面积大，八千多英亩的面积，学校可用的空间面积很大，
于是一九五九年工程学院院长特曼提出了一个构想——
这便是斯坦福大学的转折点：将一千英亩以极低廉、只具
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
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

斯坦福成为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得益
于拿出土地换来的巨大收获这个建议，斯坦福使自己置身
于在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
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
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

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
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密
切的联系。随着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带的兴起，各个电脑
公司，包括“世纪宠儿微软公司纷纷在这一线安营扎寨，
斯坦福大学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从此斯坦福大学就是
硅谷的核心，是全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

斯坦福大学引进企业，鼓励并扶持创新创业，最终造就
了硅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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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城总体规划已具备条件
       郑州华南城，位于新郑市龙湖镇郑新快速路与双湖大道交汇处，总占地约10平方
公里，总建筑面积超过1200万平米，是中部最大的商贸物流市场群。将创造5万个创
业机会，20万个就业机会，实现年数十亿的税收。郑州华南城给郑州甚至河南的经济
发展带来的是无尽的期待和遐想，关乎产业经济，关乎城市发展，关乎郑州都市区和
中原经济区建设。项目规划的不仅有交易市场，还包括郑州新国际会展中心、华盛奥
特莱斯、大型超市、五星级酒店、高档餐饮、住宅以及娱乐休闲等各种城市功能配套。

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星级酒店等

大：1200万平，中部

最大

多：5万创业，20万

就业，10亿税收

全：产业经济、城市
发展、中原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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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城—互联网+大学+城
       在华南城的总体规划中，各种业态非常丰富，周边南大学
城环绕其中。然而，我们认为大学也应规划其中，国家对机构
联合办大学非常支持，香港上市华南城当仁不让，况且是腾讯
为第二大股东，前期主要和周边大学合作办大学，成为国家提
倡的应用型职业大学；应用型本科院校模式，后期自己办大学，
培养华南城自己的黄埔军校。

●充分利用周边
学校资源优势
●先期机电职业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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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城—互联网+大学+城
举例：
华南城国际会展中心可以成为会展业学生实训中心；
华南城酒店群成为酒店及酒店管理学生的实训实习中心。
华南城建材馆成为建筑材料专业实训实习中心

●华南城只需后期
按照规划建设操场、
教室、等教育设施
●地点设在南部规
划区
●链接机电学院，
华南城拥有一个学
院，学院拥有一个
华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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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南城七大核心业务的实训

1.综合性专业批发市场（市场管理等专业实习）

2.仓储物流配送（物流及管理专业实习实训）

3.综合商业配套（经济及商业类专业实习实训）

4.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摄影、美术实习）

5.会议展览（会展专业，管理专业等实习实训）

6.高档生活配套（物业管理、装饰等专业实训）

7.综合物业管理（物业管理、建筑类等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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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城一期办学首期“专业”简介

响应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

一号交易广场五楼A\B馆2016年设

置 电子商务产业专业两个实验班

200人（两个方向：跨境贸易、农村

电商各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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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南城面临的“伟大”机遇

机遇一：梦想 vs 现实
       传统商务发展与预期存在一定出入，互联网+大学+城  是最

大机遇。

机遇二：商务 vs 互联网化
       传统批发多层级区域代理模式与互联网去中介化，新生人力

资源就是学生及办学校。

机遇三：转型 vs 未来
      通过先期与各高校合作，最后自己办应用型大学，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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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互联网+大学+城”创新 新生态

思路1：电商、大数据、云

思路2：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思路3：政校企及协会联合群

思路4：办大学实践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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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社会效益（一）

1：践行国家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成为国家中原 

      经济区新型城镇化试点先行区（李克强指示）

2：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行动的执行者

3：政校企及协会联合群，助力国家应用型本科转型

4：对“电子商务产业”进行洗牌布局

5：实际以华南城为核心，辐射周边区域，成为郑东新

      区、航空区之后的名副其实的经济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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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社会效益（二）

1：在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对外周边产业链进行整合

      建设电子商务社区

2：同时，成为周围高校的实验基地、实验中心、实训 

     中心、工程中心、协同创新中心

3：对外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工作地、培训地

4：对外扩大“电子商务产业园”。成为“大电子商务   

      产业基地”（如电子商务产业园—打造中原工学院

      分园、升达分园、机电分园、工程学院分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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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社会效益（三）

1：在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对华南城内产业链进行整 

      合建设电子商务社区

2：多业态融合

3：成为互联网+城内商户的工作地、培训地

4：对内扩大“电子商务产业园的招商”。如对二期践行 

     创业城计划（培训、路演、项目、投融资、创业者集

市）

5：辐射招商，为华南城定向服务招商30万户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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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经济效益（一）

华南城转型后创新办学效益：

1：按照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办学为例，目前平均学

费14100元/人●年，10万人的大学；年学费总额公式：

人数*学费=万元

计算：1.41万元/人● 年*10万人=14.1亿

2：学生实际消费在华南城按上述计算：14.1亿元

3：带动相关产业数字，按1:3计算：14.1*3=42.9亿

全部建成后：稳定年收益：71.1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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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经济效益（二）

华南城学生创业效益：

1：10万人的大学；百分之一创业成功（统计数字5%左

右）：相当于1000人创业成功，辅以华南城指导，每学

生个效益100万的纯收益，华南城收取服务费10%：

合计：100万元/人● 年*1000人=10.0亿

2：如果按计划辅导上市成功三家：主板500 /亿元●家，

合计1500亿，华南城收益15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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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经济效益（三）

华南城实践教学服务效益：

1：10万人的大学；百分之五十按照实践教学计划承包第

三产业：相当于5万人总承包，举例：仅以华南城周边楼

盘销售服务；周边楼盘市值10000亿，五万人服务10%，

收取服务费3%

合计：1000亿元/年*3%=30.0亿年，未有计算后期物业

管理

2：其它服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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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经济效益（四）

华南城学生电子商务平台产业资源服务效益：

1：10万人的大学；百分之四十按照实践教学计划对互联

网+线上线下活动，每人10万元（淘宝、天猫、百度、阿

里巴巴等）可以增加工作产值（40000人）按华南城10%

的提成计算：

合计：40000人*10万元/年*10%=40亿元/年

2：线下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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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经济效益（五）

华南城辐射服务效益：

1：10万人的大学；百分之十按照实践教学计划承包华南

城各个部门及人力资源，可以节约成本（平均工资3万元/

人）按华南城1000人的员工计算：

合计：1000人*3万元/年=3000万元/年，未有计算各种

福利

2：华南城物业管理(保安）及节能管理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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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城”创新经济效益（六）

华南城政府补贴效益：

1：10万人的大学；按照应用型本科教学计划政府铺贴

1000元/人年计算：

合计：1000元*10万人/年=1亿元/年，未有计算各种基金

及课题费

2：华南城创业孵化、众创空间、创新工场、创新创业综

合体、创客城（全国最大、全球最大）的申请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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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城总体经济效益：

1：不可估量

2：而且是每年，比出售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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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商务、教育、食品、会展、机电、旅游等
于一体的全球"第一座"互联网应用型大学城

“互联网+”运营中心 互联网+高校教研区 互联网+学生活动中心 互联网+秘书类实训区

互联网+企业总部实训 互联网+会展类实训 互联网+展览实训中心 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实训

O2O线下实训体验中心 互联网+行政管理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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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馆五层15年建成“互联网+大学+电子商务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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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大学+学生带动商铺向
O2O体验店转型，一号交易广场大学场地建设

互联网+大学+
运营中心+线下体验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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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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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互联网+大学+电子商务运营中心

先期具体运营：

1.电子商务产业园+机电学院

2.大数据运营中心支持学生筛选有效客户

3.配套电商云服务中心（支持运营及财务）

4.创新创业综合体（孵化中心、电商实训

、教室、教研室、教务处、教师休息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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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需要配置的资源

4   学生及教师住宿及运行班车

3   组成“互联网+大学+城”   组委会（草）

2   大学配套教室、研究、实训、实习中心

1   A区五层西部装修+机电学院（华南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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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打造25万平米，15个场馆规模的大型“互
联网+大学+电子商务运营中心（1万名学生）

A馆 B馆 C馆 D馆 E馆
A5

线下实训交流
B5

创业孵化中心
C5

互联网企业总部
D5

餐饮中心
E5

学生午休中心

A4
电商运营中心

B4
电商运营中心

C4
建筑系

D4
商学系

E4
管理系

A3
大数据服务中心

B3
云计算服务中心

C3
国贸中心

D3
娱乐活动区

E3
商户互动

O2O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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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交易大厅吸收1万名高校学生参与“互联网
+大学+实训创新运营中心，成为“清明上河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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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引入实力商家入住，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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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商参与，建设国际贸易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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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营不夜城
集学习、生活、娱乐、创业、就业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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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打造应用型“中关
村”

数字化企业 互联网化运营 全面BPO 全球化运营

移动众创空间大学及人才

孵化器创新能力 加速器

云计算大数据

创新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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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快速推进大城梦想
§1、引入1万名高校学
生深度参与创新就业
创业
§2、25万平米，15个
场馆的“互联网+”运
营中心
§3、吃、住、学、研、
创一体化综合性创新
创业综合体
§4、启动国际贸易

§1、引入10万名高校学
生入住
§2、开放式大学，教学、
生活与社会完全融合
§3、吃、住、学、研、
创一体化
§4、在实践中学习，在
实践中创新

§1、大规模引入外国留
学生和海外投资者
§2、深度开展文化建设，
形成具有中原特色的
文化软实力
§3、深入开展文化传播，
利用中原经济区悠久
的文化积淀优势吸引
全球居民入住
§4、形成具备全球特色
的“清明上河图”

阶段一：
大学及运营中心

阶段二：
应用型大学+城

 阶段三：
地球村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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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效益

2 社会效益2：地球示范村

4 带动周边20万家，GDP万亿/年

3 10万大学收费：15亿/年；创GDP数千亿/
年

1 社会效益1：互联网+大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