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阳“小棋子”
将围绕国家“大战略”转动

坐拥 396 平方公里黄河滩
区、传承灿烂的黄河历史文化、地
处郑汴新“铁三角”中心的原阳，
在面对多重政策平台叠加机遇时
如何进行自身定位?如何抢抓机
遇?如何谋篇布局?

省人大代表、原阳县县长王
保明说，国家规划是“大战略”，原
阳布局是“小棋子”。“小棋子”必
须围绕“大战略”转动。

在国家、省、市顶层设计和统
一规划的基础上，原阳将结合自
身实际，按照水林田湖草一体构
思、水气土绿、一二三产、社会治
理和民生改善、创新驱动与文化
传承统筹安排，滩内与滩外、城市
和农村同步推进，当前和长远一
并考虑的原则，高水平编制原阳
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总
体规划。

同时，还将统筹编制生态环
境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林地与
耕地保护、土地利用、产业发展、
综合交通、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等
专项规划，“多规合一”，全面提高
各类生态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
政府生态空间管控水平和生态环
境治理能力，提高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和方法。

原阳如何传承黄河文化，讲
好黄河文化故事呢?

王保明表示，原阳将加强黄
河文化研究，扎实推进“三乡”创
建，打造大信家居博物馆、中央厨
房美食文化观光园、黄河故道主
题森林公园等一批具有丰富历史
文化内涵和特色景观价值的文旅
项目，推动文化与科技、资本等要
素深度融合，讲好原阳故事，叫响
原阳文化品牌，建设文化强县，把
文化发展的“软实力”转化为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硬实
力”，用黄河文化的臂膀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高质量。

沿黄56公里为载体
封丘文旅打造“中原后花园”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我省将谋划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流经
新乡市封丘县的长度约56公里，
省人大代表、封丘县县长王献臣

认为，这是封丘县的重大机遇，该
县将抓住文化旅游做文章，打造

“中原后花园”。
王献臣说，随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国家、省、市围绕黄河治理、
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会给予更
多、含金量更高的政策，给予更
多、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必将推进
更大、更多的重大项目落地。这
对封丘来说，是一个大的发展机
遇。

据了解，封丘县承担着滩区
迁建的艰巨任务，涉及5个乡镇、
43个行政村的10万多群众。“滩
区迁建计划3年时间，我们付出
千辛万苦的努力，付出诸多的心
血和汗水，这都是值得的。”王献
臣说，未来将在沿黄打造成4个
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腾出
广阔的36万亩滩区耕地，这将是
黄河中下游地区极其难得的现代
农业资源，也将成为封丘县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难
得载体。

未来，封丘将以文化旅游为
突破口，打造“中原后花园”。抢
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与郑新融合机遇，盘活自身优
势和资源，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
方面的品牌优势，注入独具特色
的地方文化，做大做强乡村旅游，
努力把封丘建设为“中原后花
园”。

这个“中原后花园”如何建
设？王献臣说，首先是提质扩
面。立足生态资源、黄河文化、民
风民俗，构建“一心一带三区”的
乡村旅游格局。“一心”：以县城为
中心，打造游客集散、接待、服务
中心；“一带”：56公里黄河生态
带；“三区”：南部黄河滩区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和宋源文化展示旅
游区；西北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体验区；东北部相思文化发展
区。

其次是展示形象。通过系列
活动吸引游客，使乡村旅游在封
丘火起来、动起来、热起来。比
如：以油菜花生态旅游节为引爆
点，把黄河湿地、青龙湖、曹岗险
工、三十九道坝等自然景观资源
有机串联，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景观带；依托国储林建设，修
建陈桥至李庄黄河大堤段自行车
绿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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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记者专访了省人大代表，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深度了解焦作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构筑河南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谋划郑洛焦核心示范区建设的新构想和大动作。

郑洛焦核心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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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豫版“金三角”建郑洛焦核心示范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李静雅

城市群经济发展，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金三角”效应。无论是珠三角
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还是京津冀城市群，走的都是这种发展模式。从河
南看，郑州、洛阳“双子星”闪耀。焦作紧邻郑州、洛阳“双核”，与两市地缘
相接、产业相连、人文相融，三市GDP总量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省
的五分之一，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有着重要地位。

日前，就焦作如何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
略，联动郑洛“双子星”，打造河南“金三角”，大河报记者专访了省人大代
表，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深度了解焦作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构筑
河南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谋划郑洛焦核心示范区建设的新构想和大动作。

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构筑河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原阳讲好黄河文化故事
封丘打造“中原后花园”

原阳县将加强黄河文化研究，打造一批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和
特色景观价值的文旅项目；封丘县将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这个机遇，以文化旅游打造中原后花园等。原阳、封丘位于黄河
沿线，如何奏响各自的“大河唱”？记者对两县县长进行了专访。

坚持区域共谋
奏响“黄河大合唱”

徐衣显说，落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重大战略是沿黄城
市义不容辞的政治担当、
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为
进一步增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焦作
正在谋划设立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洛
焦核心示范区。

徐衣显介绍，焦作是
黄河出山谷入平原的第一
个节点城市，具有接受郑
州洛阳“双核”辐射、“双
核”带动的独特战略地位
优势，目前焦作正在以打
造郑洛“双核”带动焦作提
升区、“两山两拳”区域生
态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带、
郑洛焦快捷交通综合体系
为“三大抓手”，推动郑洛
焦生态共治、产业共兴、交
通共建、服务共享，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突出优势大发展，构建
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
保护先导区、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和高效农业创新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样板区、文化旅游康养融
合发展示范区等“四大功
能区”，树起黄河流域示范
引领“龙头品牌”，奏响“黄
河大合唱”时代最强音。

坚持产业共兴
筑高质量发展主阵地

徐衣显说，建设郑洛
焦核心示范区，产业发展
是关键。郑州、洛阳、焦作
都是老工业基地、制造业
大市。这些年，焦作树立
引入社会资本实施区域整
体开发的大思路，谋划推
进南部产业新城、北部生
态新城“南北双城”建设，
构建郑洛焦优势互补、协
作配套、共同发展的产业
布局，促进区域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全力筑牢郑洛焦深度
融合的主阵地。

徐衣显向记者介绍，
焦作市正在加快南部产业

新城建设，重点发展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金融服
务、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等
主导产业，促进华夏幸福
产业新城提升，高标准推
进黄沁河金三角规划建
设，积极争取恒大文化旅
游康养城落地。有序推进
北部生态新城建设，重点
发展循环经济、高端会展、
文化休闲、健康养生等产
业，加快中铁太行国际生
态城项目进度，实施“九路
两河三校三片区”项目，打
造“新城带动、整体联动、
产城互动”的沿黄沿山高
质量经济带，呵护绿水青
山，做大金山银山，加快沿
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

坚持交通共建
让“金三角”跨河发展

焦作与郑州、洛阳一
河之隔，但这个“河”已经
成为最大的瓶颈制约。“建
设郑洛焦核心示范区，必
须首先做好‘过河’文章，
实现郑洛焦‘金三角’交通
连接，加快打造郑洛焦快
捷交通综合体系。”徐衣显
说。

去年 12 月份，国道
234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
及连接线项目正式通车，
开辟了焦晋方向至郑州、
洛阳以及豫中南地区的快
捷通道，打通了焦作的南
部屏障，黄河两岸联系更
加紧密，郑焦一体化发展
又进一步提速。

目前，焦作正在积极
推进郑太铁路、呼南高铁
豫西通道、郑焦济洛城际
铁路等项目建设，构建

“十”字形高铁网络布局。
加快推进国道207孟州至
巩义至偃师黄河大桥、詹
店黄河大桥、焦温快速通
道南延黄河大桥、东海大
道南延黄河大桥、沿太行
高速公路等一批高速、国
道省道和跨黄河桥梁多功
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大
力发展公铁海空等多式联
运，打造郑洛焦1小时内
快捷交通综合体系。这些
重大交通项目的实施，将

彻底打通焦作与郑洛之间
的黄河“天堑”阻隔，有效
推动三市“跨河发展”。

坚持文化共享
守护黄河文化“根魂”

徐衣显介绍，黄河流
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
之一，中原地区是黄河文
明主要承载地，而郑洛焦
是黄河文化的基本支撑和
集中体现。这些年，焦作
市全力守好祖先留下的宝
贵历史遗产，修复和保护
了嘉应观、陈家沟、黄河中
下游分界点、沁河入黄口、
妙乐寺、韩园等一批遗存
遗址，建成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黄河文化苑，推
动嘉应观、陈家沟入选“中
国大黄河旅游十大精品线
路”，挖掘和拯救的“黄河
号子”入选国家非遗名录。

目前，焦作正在以“云
台山、嵩山联动发展”和

“太极拳、少林拳强强联
合”为主线，以“两山两拳”
区域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示
范带为载体，依托焦作沿
黄沿山，郑州嵩山、黄河风
景区，洛阳黄河湿地等资
源，加强大运河、丝绸之
路、龙门石窟、山阳故城、
二里头夏都等遗址保护，
建设一批遗址公园，谋划
布局一批特色文化、乡村
记忆、民族民俗等专题博
物馆，打造展示黄河文明
的重要窗口，全力守护好
黄河文化的“根脉”和“国
魂”。

徐衣显表示，焦作将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省“两会”部署，抢
抓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两大国家战略交汇叠加重
大机遇，大力弘扬“团结、
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
黄河精神，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姿态、更加有力的行
动融入时代发展大局，奋
力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
彩更精彩，争当河南在中
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的
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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