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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公共交通建设的角度
看，河南在提升铁路这一交通
工具承载力上的努力，也着实
让人惊喜。

在去年年末郑开城际铁路
开通之后，河南城际铁路建设
再下一城。

6月26日，备受瞩目的郑
焦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今后，
郑州至焦作的运行时间由原来
的两个多小时缩短至约40分
钟。

郑焦铁路位于我省西北
部，自郑州站引出，向北过黄河
后，经武陟县、修武县，接入既
有铁路新月线焦作站。线路全
长78公里，设郑州、南阳寨、黄
河景区、武陟、修武西、焦作6
个车站，初期运营时速200公
里，是未来郑州至太原高速铁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焦铁路开通的价值已被
市场认同。郑焦铁路通车后，
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结
构，加速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1
小时经济圈，对加快沿线经济
社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具

有重要意义。
在城际间铁路交通产品的

供给之时，重载铁路产品的问
世也书写了河南铁路建设的新
历史。

6月15日，搭载耐火材料
的45032次列车从濮阳车站发
车，经过10天运行，途经瓦日
线、京秦线、京九线，将抵达中
国最大的陆运口岸满洲里，再
通过贝加尔铁路至俄罗斯。

此举标志着继中欧班列(郑
州至汉堡)之后，承运大宗货物
的瓦日铁路(河南段)首次办理
国际联运业务。横贯晋豫鲁三
省、世界首条30吨轴重重载铁
路——瓦(瓦塘镇)日(日照市)铁
路的正式开通，结束了濮阳不
通国铁的历史。

而高铁建设再次延伸新的
高速轨道。

6月10日，国家发改委批
复了新建商丘至合肥至杭州的
铁路，据了解，该线路起于我省
商丘，经安徽亳州、阜阳、淮南、
合肥、芜湖、宣城，浙江湖州至
杭州，正线全长796.9公里，总

投资为960.8亿元。设计时速
达350公里。

据介绍，商合杭高铁客运
专线北端在商丘接郑徐高铁和
京九高铁，中端在合肥接京福
高铁，沪汉蓉高铁，终端在杭州
接宁杭高铁进而连接京沪高
铁，商合杭高铁地理及战略位
置重要，沿线城市密集、人口众
多，是有效联系中原、江淮与长
三角最重要的交通干线，被誉
为“华东第二通道”。

“从区域交通的产品供给
看，河南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
下，加快铁路建设这一抓手，可
以看作河南经济再平衡的一个
引擎。这其中，重载铁路、高速
铁路、城际铁路的建设，是对河
南原有普通铁路交通产品的丰
富与升级。”6月28日，河南省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冯德显
表示。

事实上，随着重载铁路线
的开通，河南正式进入到“四铁
联运”（即高铁、普铁、重载、城
际）时代。

建设“四铁联运”的铁路
网络，对于河南来说，是对自
身区位优势资源的深入挖掘
与提升，其历史价值将在未来
充分显现出来。

河南省委领导曾经指出，
作为发展中省份，要在经济社
会发展上实现赶超，就必须把
握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模
式，着力抢占制高点。交通地
位决定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
兴衰，综合交通优势，谁都难
以替代，要努力为子孙后代奠
定一个别人很难攀比的优势
基础。

显然，以米字形高铁为代
表的“四铁联运”交通格局的
搭建，是河南立足长远、布局
当下的战略性思考。这是在
河南坐拥京广与陇海“双十
字”铁路交叉的优势基础之
上，再一次对河南区位与交通
优势的再发掘。

省发改委人士表示，省政
府按照“大枢纽带动大物流、
大物流带动产业群、产业群带
动城市群、城市群带动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总体
思路，来定位高铁网络建设，
未来还将持续强力推进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冯德显认为，区域经济的
发展必须遵循规律，那就是在
优势产业与优势资源中寻找

成长方向。“四铁联运”就是对
河南优势交通资源的挖掘，它
是对河南交通优势的再一次
升级，更是拉动河南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的最具动力的选
择。对于河南这样一个内陆
省份而言，通过交通技术升级
带来更多的信息流、人流与物
流，将对河南对外开放经济形
态的形成起到巨大的促进作
用。

河南省一位领导曾经有
这样的思考：“（发展高铁），这
对河南意味着什么？综合交
通优势，谁都难以替代，谁都
难以竞争。这东西可不是管
河南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事
情，那是长久的，为我们的子
孙后代奠定了一个别人很难
攀比的优势基础。大家都清
楚，交通地位决定一个城市、
一个地方的兴衰，交通有根
本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要
努力把这个事、这个宏图大业
给干起来。”

显然，历史给了河南一个
机遇。高铁投资是尤其符合
经济效益的投资。毕竟，高铁
投资的技术含量高，投资密度
也大，不过，其对区域经济的
拉动也大，其对河南区位优势
资源的挖掘更具竞争力，对一
个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价值
更为可观。

河南并不满足于已经建
设的“四铁联运”的铁路发展
格局，还要更进一步挖掘铁路
建设的经济命题内涵。2月，
河南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
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意
见》将通过全面深化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综合开发铁路沿
线土地等举措，再掀铁路建设
新热潮，其用意清晰显现。

记者从《意见》看到鼓励
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鼓
励通过铁路资产证券化、融资
租赁,发行企业债、私募债、永
续债和引入保险资金等多渠
道融资；放开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
支线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
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政府购
买服务等措施,支持采用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铁
路建设。

《意见》还提出，不断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以省财政性资
金为引导,确定合理回报,由
省级铁路建设投资主体发起
设立铁路建设发展基金,广泛
吸引国有企业、保险、银行、社
保和民间等资本投资铁路建
设；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支持铁
路建设；盘活铁路资产股权用
于新开工铁路项目建设；支持
铁路建设投资主体、铁路运输
企业综合开发铁路沿线土地
筹措资金，形成铁路建设与新
型城镇化及相关产业良性互
动的发展机制。

显然，建设“四铁联运”的
大铁路格局，绝非仅仅从公共
交通产品完善的角度来思考
其价值，市场更应该看到铁路
建设中的经济增长动力用意。

省发改委数据显示，去
年，我省有 9个在建铁路项
目，总投资1005亿元，总里程
1715 公里，全年完成投资
214.3亿元。今年，我省将继
续以加快“米”字形快速铁路
建设为重点，计划投资232.2
亿元，同比增长8.4%，新开工
铁路里程约962公里。

今年，更明确全年铁路建
设的258工作目标，即“2开通
5开工8加快”。一是确保郑
焦城际、郑机（机场）城际2条
铁路开通运营。二是力争郑
万铁路、郑合铁路全线开工；
开工建设机场至郑州南站城
际铁路、蒙西至华中铁路通
道、商合杭客专。三是重点推
进郑济铁路、郑太铁路前期工
作，积极推进郑徐客专、宁西、
孟平铁路复线电气化改造工
程加快建设等。

“抓住全国铁路大发展的
历史机遇，加快以铁路为主要
抓手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河
南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对冲
办法，铁路投资资金密集度
高，拉动相关产业的能力强，
投资杠杆效应显著，这些正是
政府下大力气做铁路建设文
章的主因。”张保盈认为。

来自省发改委的消息称，
商合杭高铁，还有郑合高铁今
年将全面开建，事实上，这是河
南在构建“米”字形高铁交通网
上的最新着力。河南打造立体
铁路交通网络，重塑郑州的全
国铁路枢纽地位，铁路交通已
成为河南一张耀眼的公共产品

“名片”。
“‘米’字形快速铁路网，是

对河南‘四纵六横’普铁交通网
的升级，也是针对不同消费主
体的错位发展，高铁是发展客
运，普铁以货运为主。”冯德显
介绍。

据了解，所谓“四纵六横”
是指京广、京九、焦柳、蒙华铁
路“四纵”和陇海、新菏兖日、宁
西、洛阳-漯河-阜阳-南京、晋
豫鲁、三门峡-禹州-亳州-江
苏洋口港铁路“六横”的货运铁
路网建设。

随着郑开城际铁路、郑焦
城际铁路的开通，城际铁路建
设的步伐正在加快。

记者从河南城际铁路有限
公司得知，国家批复的我省城
际铁路建设规模为 1084.9 公
里，预计投资1200亿元，建设
范围涉及郑州、洛阳、开封、新
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
济源九个城市。所设计线路贯
穿郑州火车站、郑州东站、新郑
国际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和龙
门、少林寺、云台山等主要旅游
景区，所覆盖地域达到5.88万
平方公里，覆盖人口4277万。

省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全省铁路运营
里程5017公里，其中高铁915
公里，形成了以“三纵五横”的
国家干线铁路网为主骨架、城
际铁路与地方铁路为补充的铁
路运输网络和由郑州东站、郑

州站、郑州圃田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郑州北货运编组站等场
站构成的现代大型综合铁路运
输枢纽。

“如果从全国区位定位看，
河南占据了一个‘中’字，如果
再仔细寻找河南区位的优势定
位，我个人认为，可以把‘铁路
交通’作为河南未来对外传播
与推介的一张新名片。这一定
位是非常清晰的。居中国之

‘中’的河南，正在最大可能地
发挥‘中’的交通优势，这一优
势核心的发展不再是公路交通
产品，而是以更高装备的高铁
技术的应用与实践，建设了以

‘米’字形高铁为代表的新交通
产品，成为全国交通枢纽地位
的新象征。”河南省九鼎德盛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盈
分析。

“四铁联运”的铁路网络，使河南驶入以交通要素资源驱动转型升级的“高速节奏”时代

豫高速驶入“四铁联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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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运行的郑焦列车呼啸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