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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在经历了往市中心集中的
城市化阶段之后，就会步入“主城+卫星城”
阶段，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对于沿
河流发展的城市，跨河发展早已成为主流的
趋势。

目前，已有南京、武汉、上海等城市“跨
长江”以及兰州“跨黄河”发展珠玉在前。

“跨江跨河”发展不仅能够凸显一个城
市的实力，也是促进两岸共同发展实现区域
整体协作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郑州历史悠
久，在整个中原城市群中始终处于极其核心
的地位，各种优势产业、基础设施资源让郑
州的汇聚能力极大提升。截至 2014年底，郑
州市区建成区新的面积已测量完毕，市区建
成区面积达 392.8 平方公里，郑州市最新全
市域面积为 637.42 平方公里。历经风雨近
70 年，郑州市区的面积扩大了 75 倍，其中近
十年增大 70%。由此可见，郑州在集中力量
完成了向东发展的战略步骤之后，郑州向北
龙湖副 CBD 以及一河之隔的平原示范区必
然成为下一个发展的热土。

“长江是武汉、上海的内河，那黄河为什
么就不能成为郑州的内河？”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党工委书记鹿建宇认为：“从地理位置
上看，平原示范区与郑州隔河相望，三桥相
连。对接郑州，具有天然禀赋，交通、环境、
功能独具优势，完全可以成为桥头堡。”

在郑州，黄河以北土地资源和区域辐射
功能带来极大需求，该区交通格局也已初步
形成，在省、市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郑州经济
总量已具备跨河能力之时，“跨黄河”战略将
是彰显郑州市综合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在未来 30 年内，在黄河以北将打造一
个可以媲美郑东新区的大城区。”原河南省

人民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说。
随着企业的进驻，给附近村民们带来了

机会，新修的大道两旁，到处是修车行、洗车
行、饭店、超市等。“只要涉及征地的，都给安
排工作。”平原示范区管委会机关党委书记
韩卫军说：“其实坦白说，这么多企业进驻平
原示范区，企业一旦开工，本地的村民根本
不愁没工作。”

“平原示范区位于郑州、新乡、焦作三市
交会中心，是郑州都市圈核心地区重要组成
部分，是新乡与郑州实现无缝对接的重要节
点。”韩卫军说，“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成为新
乡市一个有力的经济增长点。”

“新乡市委、市政府把对接郑州、融合发
展，作为重大专项进行谋划推进。”新乡市发
改委负责人介绍，目前，新乡正制订完善对接
郑州的实施方案，着力谋划公铁两路建设，让
新晋高速南延与郑州西环对接，让107国道新
线南延与郑州东环连接，让米字形快速铁路
网的上两撇(郑州至济南、郑州至太原)在新乡
交会，再用轻轨把郑州、新乡、辉县、南太行串
联起来，到时候，郑州到新乡 30分钟，到南太
行50分钟，在郑州工作，下班后到南太行深呼
吸，将成为郑州人的生活方式。

“郑州企业到黄河北岸寻商机，郑州市
民去新乡休闲观光。”郑州市发改委副主任
范建华说，未来，郑新将从电信、金融、人才
培养、自然资源等方面实现同城化，省委、省
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利用黄河、打造黄河，希
望把黄河变成郑州的“内河”。

按照规划和具体部署，依托郑州的产业
基础优势，平原示范区正在郑新融城大势
下，逐渐形成一个集居住、生活、医疗、教育、
产业为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新区。

蓄势 蝶变

千秋笔墨香，一湖园林秀。
核心的凤湖生态资源，犹如豫北版图上

一颗耀眼的宝石，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近年来，平原示范区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理念，依托 1840亩生态湿地公园，加强水
环境综合整治和水系景观建设，实施绿化工程，
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凸显滨水、绿色城市景观
特色，使得新城整体环境品质不断提升，目前，
已经初步展现了“北方水城”的魅丽风采。

凤湖沿岸因水而青，凤湖的水因岸而秀，
无论春夏秋冬，更替的是四季，不变的是凤湖
绚丽的生态自然之美。如今，黄河北岸的凤
湖是水系景观建设的核心景观工程，已经成
为新乡市的名片。

走进新乡平原示范区核心区，远远便可
以闻到凤湖水草的气息，看到粼粼波光的湖
水。凤湖沿岸，历史人文区、都市娱乐区、生
态湿地区、观赏休憩区、湖心岛五大板块尽显

“生态、健康、文化、休闲”的理念，雕塑、石景、
文化立柱以及文化背景墙等景观元素，展示

了新乡浓厚的宰相文化；紧邻城市道路设计
的 400 米长滨湖大道，既满足了人们的亲水
要求，又为人们观赏水面提供了开阔的视线，
水波状阶梯式入水驳岸将滨湖大道延伸到水
面，进一步拉近了人与水的距离；湖畔晨风、
童真稚趣、林间漫步、云帆港湾等 5 个景观节
点各具特色，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
绝佳场所；休闲娱乐区、科普趣味区等休闲区
让人们参与其中，体验生态湿地的乐趣。

凤湖突出中央生态公园的环境生态功
能，辅以休闲游憩功能、人文景观展示功能、
娱乐集会功能，将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以景
观手段融入水景与绿化之中，塑造出平原示
范区的标志性景观。

据了解，平原示范区将围绕建设宜居水
乡，构建城乡景观生态体系。目前绿化城区
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绿化道路 68.8 公里，建
设城市景观水系 78 公里，桥涵 107 座，以 4A
景区标准建设 1840亩的凤湖生态公园。

凤湖设计主要突出地域特色，整体性与

多样性相结合，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形成与
城市联系紧密、层次丰富、连续的、具有现代
城市特色的景观休憩区域。

目前，平原示范区正在对凤湖继续进行
绿化改造提升，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建设内
容包括园林绿化、园建、卫生间、管理用房
等。增加绿量，提升公园的生态性；增加市政
广场，方便政府活动与形象展示；增加挑出栈
桥，提高亲水性；增加街角空间，提高公园的
辨识性，提升凤湖公园的知名度。

凤湖公园按照景区标准打造建设，栽植
苗木选用树形优美的全冠树，栽植苗木树种
有国槐、银杏、樱花、红梅、白玉兰、大叶女贞、
白皮松等，可以保证凤湖公园四节常绿、三季
有花，为人们提供一个休闲、健身的场所。

围绕凤湖，这里还将建设商业街、酒吧
城、艺术中心等配套城市功能建筑，加之绿
地、水系、景观桥涵等配套设施的合理搭配，
共同打造一座黄河北岸的“不夜城”，“北方水
城”的魅力也显露无疑。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建一流的小学、中学，引入大学城，发展

教育一直都是平原示范区所着力进行的重点
工作，2010 年 2 月平原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获省批复后，示范区管委会就着手积极安排
财政资金重点用于与示范区开发建设相适应
的教育事业发展。

一所河南名校，一个中原“浦东”。2014
年 8月 13日，在新乡、郑州两地市领导的牵线
下，郑州外国语学校与平原示范区管委会合
作办学正式签约。

郑州外国语学校平原校区为公办中学，
规划占地面积 350 亩，总投资 5 亿元，总建筑
面积 2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初中
部、高中部、国际部、办公楼、体育馆及艺术
中心等。2015 年 9 月 7 日，郑州外国语学校
平原校区迎来了 230 名就读 2015 届初中新

生，成为该校第一届的主人。郑州外国语学
校先进的教学经验、办学模式，跨出郑州、迈
入新乡，落户平原示范区，真正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能上名校的梦想。与郑州外国语学
校平原校区一路相隔投资近亿元的滨湖小
学已于 2013 年先行开建。目前，两所高品质
学校为平原示范区的快速发展必然注入强
劲动力。

据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鹿建宇
介绍，在城市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平原示范
区提前充分考虑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
让教育基础设施与其他公共配套服务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使基础教育资
源的增长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相适应。

目前，示范区的办学条件已大步向大都
市学校靠拢，它既能尽快满足示范区学生就
近读优质学校的迫切需求，又能充分吸引各

类高端要素在示范区加快聚集，是快速有效
增强示范区发展软实力的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也是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支
撑。

2015年 5月，新乡-西部控股大健康产业
签约仪式举行。这标志着平原示范区的“大
健康产业”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据了解，
平原示范区“大健康产业”的具体项目是建设
大健康产业自贸产业园，包括医疗器械、医
药、医用设备的生产；开发医药和大健康产品
的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区。

目前，平原示范区一直大力推进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三全学院附属医院即将开工建
设，平原医院完成立项审批，全区公共卫生服
务对象达到 9 万人；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 3.7万人，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

大势融城
打造独具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区

赏凤湖自然之美 品“北方水城”之韵

北方水城 示范新区

筑巢引凤
实现教育和医疗与大都市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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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示范区华兰生物医药产业园平原示范区华兰生物医药产业园

凤湖中央公园落日余晖凤湖中央公园落日余晖

有这样一种说法，美洲的一只蝴蝶扑扇
着翅膀，有可能就会引起亚洲的一场风暴，科
学家称之为蝴蝶效应。一个细微的改变，其
实已经不经意间正重塑着民生、经济和社会，
也在改变着一个区域的发展。

在中原，有水的地方必将是人群聚集、文
明繁盛之地。

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发展经济的同时注
意了保护环境资源，平原示范区今天仍然拥
有清澈的湖水和清新的环湖生态长廊，是现
代人梦想中的绿色家园。

自古水作为中原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
素，是吸引一切生产、生活要素汇聚的地方。
平原示范区独揽 1800 亩凤湖生态湿地公园
与郑州龙湖副 CBD 隔黄河相望，这样的环境
和区位优势注定是其取得良好发展坚实基
础。以生态营造信心，以信心实现优势资源
集聚，平原示范区的“北方水城”发展理念也
凭此而立。

目前，“南龙湖，北凤湖”的中原优质生态
资源格局，已经在预示着黄河北岸正在经历
着历史发展的关键期。黄河北岸的生态优势
正在被逐步发现，区域的价值也在迅速的被
市场认可，一个集居住、生活、医疗、教育、产
业为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新区，一个有生态，有
环境，有优质的负氧离子和空气的生态新城，
也将吸引大量都市高阶人群在此聚集。曾经
与专家说：“人因湖聚居”。细细体会，蕴含了
未来人们在新城的聚居皆是因为优质生态的
深刻道理。

郑新融城大势下的平原示范区，即将成

为一个有自身产业优势，与郑州形成产城融
合良性互补的发展热土。平原示范区建设起
飞的“郑”能量机遇是空前的、是令人震惊的；
占尽逐鹿中原的雄起地域、尽享区域优势，平
原示范区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借鉴浦东新区的发展经验，起初有浦西
外滩发展在前，有“浦西是都市，浦东是农村”
的说法。

毋庸置疑，上海的浦东开发区一直被人
们誉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传奇”。 它
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开发区，比深
圳晚了 10 年；开发时，中国正逢经济的重大
转折，国际舆论对它投怀疑票；它基础差，与
大上海繁荣的外滩一江之隔，却是农田遍
布。今天，它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成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象征”。

和当年上海浦东发展之初的状况类似，
平原示范区与郑州炙手可热的龙湖副 CBD
区域也只是一河之隔，从近几年郑州土地市
场变现来看，郑州几乎大多数地王都出自于
龙湖副 CBD，而平原示范区土地价格仅为龙
湖副 CBD 的三分之一，区域的价值还有待进
一步发掘。

基于此，平原示范区也被誉为“中原新浦
东”。上海浦东的传奇已经被历史铭记，新时
代“中原浦东”的传奇将以自己独有的特色继
续动人演绎。

城市的核心是“市”，对于平原示范区来
说，实现城市化的核心是“产城融合”。

平原示范区坚持一、二、三产业复合和经

济、生态、人居功能复合发展理念，把工业和
农业、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以
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为核心，实施

“承新依郑联黄、强工兴商促农、以城融乡带
村”三大战略，推动城乡布局一体、产业融合
链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覆盖、生态共
建共享，着力打造农业硅谷、产业高地、科技
新城、田园水乡。

在省定“工业、服务业和都市高效农业协
调发展的复合型经济发展区，经济、民居、生
态功能兼具的综合性科学发展实验区”的基
础上，平原示范区将功能定位明确为“产业新
高地、功能复合区、城乡一体化、经济增长
极”。发展目标确定为努力打造融入国家和
省发展战略的新高地、郑新融合的桥头堡、沿
黄经济带的中心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新乡
发展的增长极，建设新乡市高成长性区域。
力争三年时间核心区基础设施功能明显增
强，学校、医院、商业等公共服务功能基本具
备，实现新增人口 5 万人。今后三年，地方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11%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
均增长 20%以上；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5%。到“十三五”末，建成新乡市副中心城
市、经济发展增长极，城乡一体化达到全国水
平，成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
设的样板区，核心区人口达到 10 万人，示范
区总人口达到 25万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展投入需要坚
持与付出，享受建设发展带来的产业放大效
应，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与沉淀。

HENAN DAILY
２015年 11月 10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王军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