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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命名为“千年古县”的汤阴古称“荡阴”，因在荡水之南而得名，汉高祖二年置县，是先民生活繁衍的理想地带。时至今日，
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淳朴的民风，依然是吸引众多客商投资落户的独有优势。如今的汤阴，经济社会发展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浓墨重
彩地书写着发展的新画卷。

汤河之滨的秀美画卷
——汤阴县依托产业集聚打造安汤新城工作纪实

□冀晓东 王洪星 贺瑛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穿越两千多年的
坚贞誓言，人们对美好情感和生活的
追求跃然纸上。这千古佳句就出自
《诗经·邶风》，而邶国就是指如今的
汤阴县东南邶城村。

漫步岁月长河，汤阴这块古老厚
重的土地孕育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
的历史故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
千里路云和月”，在这里岳飞精忠报
国的精神代代相传；“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文王羑里演周易开华夏文化之
先河；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扁鹊悬
壶济世，被世人尊称为医圣……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孕育、滋养着汤
阴这方水土。

如今的汤阴，依托地理、交通、
资源、文化等优势，以“总量晋位次、
增速保第一、质效创一流”的豪迈决
心，在安汤一体化的快车道上快速
前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新焕发
勃勃生机。

11月 13日，汤阴县委书记田海
涛指着足足 19 页的《关于加快建设
中原经济区科学发展示范县的实施
意见》，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汤阴
要实现跨越式、持续、长远发展，首
先要认清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们
将围绕新型城镇化、工业、农业、历
史文化等‘10 个汤阴’的目标，着力
打造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示范
县、中原经济区新兴工业强县、国家
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中国历史文化
旅游名城、中原经济区交通商贸物
流中心、航空产业特色新城、金融服
务高地、民生幸福汤阴、平安和谐汤
阴以及生态环保示范县！”

今年 9 月 13 日，正大国际广场营销中心开放盛
典隆重举行，总投资 30 亿元的汤阴正大国际商贸城
即将在 2016 年正式投入使用。

9 月 15 日，总投资 35 亿元的汤阴中华梦幻谷国
际旅游都汇项目开工典礼隆重举行，标志着该项目
配套基础设施进入全面施工建设阶段。

……
今年年初以来，一个个重大项目建设捷报频

传。初冬时节已是阵阵寒意，11 月 13 日，记者走进
汤阴县产业集聚区，看着眼前一条条畅通的道路，一
座座整齐的厂房，很难让人相信，5 年前这里还仅有
一家肉联厂、几个作坊式加工企业和几条狭窄的乡
间公路，而如今在 23.4 平方公里的集聚区内，已有
196 家企业入驻，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689.5
亿元，税收收入达 7.01 亿元。

从名不见经传到如今客商纷至沓来，汤阴县依
托产业集聚区，坚持项目为纲，上大项目、大上项目，
围绕健康食品、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型材料四大
主导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区先后荣获“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全国畜牧饲料产业集群示范基地”、河南省“发
展又好又快产业集聚区”、“十快产业集聚区”、“产城
一体化发展示范集聚区”等荣誉称号……这一连串

的荣誉不仅记录着集聚区一路走来的足迹，而且浓
缩了汤阴经济发展的辉煌。

作为“扁鹊医药文化之乡”，汤阴县自古就有尊
医重药的传统，深厚的医药文化底蕴，独特的区位交
通优势，丰富的医药原材料资源，为汤阴发展医药产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该县高标准规划建设
了 10 平方公里的医药产业园，吸引了一批国内外药
业精英——四川科伦药业、中日合资昌达药玻、上海
安丁生物、北京诺利如一等 19 家医药类企业陆续落
户汤阴，项目总投资 49.3 亿元。

在位于汤阴县产业集聚区的上海安丁生物（汤
阴）药业有限公司，项目副总经理张兴华兴奋地告诉
记者：“我们正式投产后，可以生产片剂、颗粒、胶囊
等 94 个品种，其中 34 个品种被列入基药。就在今年
9 月，我们刚刚通过了 GMP 认证。”该项目总投资 6
亿元，今年 7 月 16 日投入试生产。为了让上海安丁
这样的重点项目落户汤阴，该县设立了 10 大重点工
作指挥部和 10 个专业招商分局，紧盯国内外 500 强、
知名跨国公司、上市公司、央企、行业 100 强。5 年
间，签约项目 157 个，合同金额 425 亿元，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 3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6 家，省、市级龙头
企业 25 家。

“我们看重的就是汤阴优质小麦的资源优势，

加上这里不可复制的便利交通，我们坚信企业的明
天一定会越来越好。”在投资 5.1 亿元的博大面业施
工现场，项目负责人张贺磊充满信心地说。丰富的
农产品资源是汤阴的一笔宝贵财富，该县围绕农业
产业化具有的基础优势，依托“全国食品工业强
县”的金字招牌，规划建设了 12.5 平方公里的食品
产业园，培育形成了小麦、玉米、食用菌、肉鸡、生
猪、中药材等九大产业链条，吸引了众品、鲲华生
物、六和饲料等一大批关联度高、产业链长、协作
性强的企业入驻产业集聚区，形成面品、生猪、肉
鸡、果蔬、油脂、中药材、有机食品七大农业产业化
集群，其中面品、生猪、肉鸡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
农业产业化集群”。带动全县 80 个高效农业示范
园、526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直接转移劳动力 6.4 万
人。永达食品、濠吉、阳光油脂、益海嘉里、众品、
今麦郎、博大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在这里生根
发芽。

站在铺满汤阴产业发展规划图的会议桌前，该
县县委书记田海涛对汤阴的明天满怀期待：“我们不
能辜负汤阴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和资源优势，要变
优势为强势，变强势为胜势，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发
展示范县、中原经济区北部经济板块重要战略支撑
县、豫北强县、全国名县！”

从马可波罗到丝绸之路，物流和商贸一直是财
富的代言词，而商贸物流离不开便利的交通支持，
地处中原腹地的汤阴县，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冲。
摊开地图，汤阴县独特的区位优势一目了然，南近
郑州、北毗安阳、东依濮阳、西连鹤壁。在方圆 25 公
里范围内拥有京广铁路、晋豫鲁铁路、京广铁路客
运专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林高速公路、濮鹤高速
公路、107 国道、219 省道、302 省道、303 省道等道
路，加上正在筹建的安阳豫东北支线机场。

汤阴立体化的陆海空综合交通枢纽雏形显现，
为商贸物流区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该县还专门
成立物流产业指挥部，加快园区道路、管网、排水、
排污等配套设施和标准厂房建设。如今，投资 37 亿
元的广东白云通用航空项目、投资 30 亿元的濮阳正
大家居国际商贸城项目、投资 26 亿元的河南万庄国
际物流园项目、总投资 6 亿元的安运交通物流园区
项目等，纷纷在汤阴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

在位于伏道镇夹河村的晋豫鲁铁路通道 8 号桥
上，中铁 21 局中南通道办公室主任冯学红信心满满
地说：“到今年 12 月底我们将全线交工。”横跨晋豫
鲁三省的晋豫鲁铁路通道，是我国铁路网东西向的

一条大运力重载铁路，该线是一条新的西煤东运能
源运输大动脉，晋豫鲁铁路与京广铁路在汤阴形成
十字交叉的铁路枢纽，为汤阴县形成区域商品集散
地、发展多式联运和区域物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正在筹建的安阳豫东北支线机场场址位于汤
阴县瓦岗乡，该机场已被正式列入国家民航“十二
五”发展规划。

大枢纽带动大物流，大物流带动大产业，大产
业带动大发展。汤阴县加快推进豫东北支线机场
及航空港、晋豫鲁铁路大通道陆地港建设，加快打
造中原经济区交通商贸物流中心。今年下半年，汤
阴县重点做好三港综合物流基地航空产业园规划，
重点推进中国供销安阳农商物流城项目落地，加快
推进正大家居国际商贸城和江浙国际商贸城建设，
在 2016 年前，初步形成安阳（汤阴）综合物流基地物
流节点设施体系，规划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推进

“菜鸟”网络、申通快递、中通快递、壹号店等知名物
流企业在汤阴进行区域性布点，到 2018 年实现“公、
铁、航”多式联运。

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汤阴依托汤河水库规划
建设城北水系、汤河公园、羑河景观 3 个景观工程，

与安阳实现景观对接，以加快安汤新城建设步伐。
11 月的气温已让人触摸到冬天的气息，置身在汤河
湿地公园，安静的氛围让人感到清澈安宁，静静流
淌的汤河水让人不禁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这难得的
静谧与闲适。这个规划面积 3000 亩，总投资 40 亿
元的绿色休闲旅游项目，是汤阴依托自然资源发展
生态旅游业的大手笔。

精忠报国，是岳飞波澜壮阔一生最好的注解，
也是汤阴百姓引以为豪、代代相传的精神瑰宝。
为进一步弘扬岳飞文化与精神，汤阴县斥资近 3 亿
元打造岳飞文化产业园。“目前，岳庙西街项目的
拆迁工程已经完成了 90%，一期建设预计明年 3 月
开始，年底完工。”汤阴县旅游局副局长马隽告诉
记者。

汤阴县围绕“三圣”（文圣周文王、武圣岳飞、医
圣扁鹊）文化和“两河”（汤河、羑河）、“两库”（汤河
水库、琵琶寺水库）等文化旅游资源，以周易文化产
业园、岳飞文化产业园、扁鹊中医文化产业园、汤河
休闲观光园和中华梦幻谷游乐园开发建设为龙头，
以项目招商为抓手，举全县之力，大兴文化，大办旅
游，强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是我
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体现着人与自然、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思想。作为《易经》发祥地的汤阴，
人们也在和谐的氛围中体会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在宜沟镇贞德生态园区，60 岁的王廉生边走边
跟记者唠起了家常：“俺是尚家庵村的，家里 20 多亩
地都流转出去了，俩孩子都出去打工了，我在生态
园里干些熟悉的农活儿，每个月也跟你们城里人一
样拿工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土地流转、新型社区建设……伴随着安汤新城
战略的实施，汤阴百姓的生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1 时 30 分，家住韩庄新社区的李金生一家正在准备
午饭。现年 70 岁的李金生是韩庄镇韩庄村人，今年

五一从农家院搬进了 160 多平方米的楼房，过上了
城里人的生活，客厅里摆着最新款的液晶电视和空
调，做饭有天然气，冬天有地暖，老人享受着生活的
舒适与便捷。李金生指着客厅北面照片墙上那张
胖嘟嘟的小脸儿，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这是俺的重
孙子，今年两岁了，可待见人儿了，现在俺和大儿子
一家住在一起，孩子们有打工的，有做小生意的，白
天各忙各的，我没事就去小广场或东边的小公园转
一转，日子过得美着嘞！”和李金生一样，目前，韩庄
镇有 422 户村民陆续入住一期工程，规划的楼群可
以容纳韩庄村、庵上村等 12 个行政村 5060 户 16000
人入住。

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离不开平安的生活。汤

阴县指挥监控中心随时可以监控全县的主要道路
及各县乡镇和各村的重点路口。“你看这是仝家庄
进村道路，那是大宋庄。”顺着指挥中心主任李元顺
指的方向，在监控画面上可以 360°无死角看到路口
情况。据统计，汤阴县视频监控系统一期、二期工
程共安装了 510 个治安监控高清摄像头，21 个道路
智能卡口，三期工程拟在全县 298 个行政村主要路
口和重点部位安装 1060 个视频监控点，并对 9 个乡
镇视频监控分中心进行扩容改造，届时将实现城乡
公共区域、治安重点单位和重点部位视频监控覆盖
率 100%。视频监控系统运行以来，为侦查破案提供
有效技术支持 1500 余次，接受群众求助 200 余次，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160 多人，破案 300 余起。

产业集聚舞活经济龙头

四通八达打造商贸高地

平安和谐构建幸福汤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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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河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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