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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郑许融合发展，带来的不仅有官方层
面的“宏大叙事”，更有具体直观的民生“红
利”。在许昌市民的热议中，充满着对未来
的期待和憧憬。

“郑许‘零距离’，交通将更加便捷。”这
是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黄贞权的第一反
应。他在许昌上班，妻子在郑州工作，平时
两地分居，周末见面，这种“双城生活”已经
好几年了。黄贞权最期待的事情是推进郑
许轨道交通，随着郑许轻轨的开通，将进一
步拉近两个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到那时，
他将结束“周末家庭”，过上“在度假和工作
之间摇摆”的生活。

“许昌特色产品要搭上发展的列车。”这
是河南奥宇蜂业公司总经理王晓兵看到的
商机。他觉得，许昌要大力发展临空经济，
长葛要建蜂产品电商园，这恰恰为他们开展
航空运输型蜂产品精深加工
提供了良好条件，也使许
昌蜂产品走向世界的步
伐更坚定了。

“来游玩的郑州游客更多了。”这是许
昌市灞陵桥文物管理处主任王跃东的收
获。“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许昌的曹
魏文化在全国具有垄断性，全国300多处
三国文化遗址中，许昌一家就占了80处，
其中，灞陵桥文物景区是融桥、庙、园为一
身，集旅游、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
游景区。王跃东说：“郑许融合发展为两座
城市旅游资源的整合提供广阔的空间，将
极大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

机遇难得可贵，机遇失之不再。许昌，
正在以放眼世界的眼光，借助郑许融合这
一广阔的平台和发展机遇，迈向新征程，开
启新时代！6

融合新时代 许昌更精彩
本报讯（通讯员 左瑛君）11月 26日，西安交大与森源

集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签约项目暨高级研修班开班仪
式在森源集团举行。百年名校牵手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实现产学研深度对接，将为企业培养高层次技术人员，突
破一批核心技术，应对中国制造2025的挑战。

西安交大是国家“七五”“八五”首批重点建设高校，是
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七所大学之一、“985工
程”首批重点建设的九所高校之一，被国家确定为以建设
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森源集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许昌市首家营业
收入突破 200亿元的企业，2015年达到 230亿元，连续 4
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年排名第207位，成为电气
行业和车辆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

该集团近年来已经先后与多所国内外科研院建立了
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共同建立了高低压配电和电力自
动化等领域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此次与森源集团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将实现产学研深度对接，开展一系列产学研合作项
目，突破一批核心技术，构建区域自主创新体系，促进更多
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应用，同时为企业培养复合型、高层
次工程技术人员，推动企业发展。6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个前

所未有的机遇：省十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加快郑新、郑许、郑焦融合发

展，建设组合型大都市地区，提升对

全省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这是

省十次党代会报告带给许昌人民最

直接也最具“含金量”的信息，标志

着郑许融合发展已经正式上升为省

级战略，许昌融入大郑州都市区的

步伐正在提速！

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说，省委站

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首次正式提出

推进郑许融合发展，体现了省委对许

昌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凸显了许昌在

全省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许昌加

快推进与郑州一体化建设、融入大郑

州都市区、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提

升许昌在中原城市群中的地位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煊
本报通讯员 贾亦潇

对许昌人来说，“郑许融合发展”是省
十次党代会报告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件
事，令许昌全市上下为之振奋。如此看重
郑许融合，不仅因为许昌推进郑许融合经
过至少十年的不懈努力，更因为在当前发
展局势下，郑许融合已成为许昌持续走在
全省前列的重要战略机遇和助推动力。

“十二五”以来，许昌经济发展综合实
力在全省保持先进位次，GDP年均增速排
名全省第一。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当下，许
昌面临着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的
严峻局面。如今，郑许融合上升为省级战
略，使许昌得以借势发展、借力做强，登上
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

市委书记武国定表示，“十三五”时
期，许昌要牢牢把握郑许融合发展这一关
乎未来的发展主战略，挖掘一切可以谋划
的对接点，创造一切可以推进的着力点，主
动融入大郑州都市区，致力在“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列。

郑许融合，交通一体要先行。许昌市七
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许昌将围绕“交通一体、
产业对接、平台共享、生态共建”的目标，重点

推进郑万、郑合高铁许昌境内工程建设，积
极谋划新郑国际机场至许昌轻轨建设，编织
起郑许之间的立体快捷交通网络。

郑许融合，产业对接是重点。许昌将
积极推动许昌与港区的对接联动发展，构
建支撑中原城市群发展的许港产业轴带，
加快已纳入河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许
港产业带建设。同时，依托郑州航空港的
开放高地和许昌作为全国综合物流园区二
级节点布局城市的优势，不断培育、提升与
航空经济配套的特色产业链，打造以临空
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

郑许融合，平台共享是抓手。郑许融合
上升为省级战略，为许昌与郑州之间共享发
展平台、拓展发展空间创造了先手之利，不
仅有利于许昌有效利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等载体，还为融入各种国家、省级战略都提
供了重要依据。许昌将主动谋划、完善条
件，积极融入，力争享受更多的政策“红利”。

郑许融合，生态共建是亮点。许昌将
在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商务会展、房地产等
领域主动对接，建设郑州人的“第二居住
区”，把“生态品牌”打得更响。

西安交大与“森源”成立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吴辉 康党培）“豫征初露峥嵘，似雨后
天边七彩虹。效黄牛埋首，耕耘沃野；苍鹰展翅，搏击长空。
创业艰辛，成功喜悦，尽在今朝谈笑中……”这是一位文友
近日在参观禹州市豫征农业示范基地后即兴写下的诗词。

杨圪塔扬州农业合作社是禹州市苌庄乡杨圪塔村114
户群众，以土地流转形式而组建的一个农村合作社，已投资
3000万元，项目占地1500亩，在该村金山岭建设了一个集
旅游观光、科技普及、休闲养生于一体的豫征农业示范基
地。目前该基地已吸纳76户150名贫困人口就业，月均工
资1500元，实现了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在禹州市，像杨圪塔
村这样乘着农村合作社“大巴”脱贫致富的例子还有很多。

禹州市有省定贫困村33个，多数村地理位置偏僻，基础
设施落后，种植结构单一，经济收入单薄。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禹州市加大推行“合作社+农户”
产业扶贫模式，使农民合作社成为促进产业扶贫的中坚力量。

据统计，目前全市已发展常门村放牛娃种植合作社、
刘门村众颖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社913家。在贫困村中发展
核桃种植2.5万亩、柿子种植3000亩、香梨种植4000亩，
培育了磨街乡刘门村柿子种植加工、常门村食用菌种植、
鸠山镇下泉村核桃种植、苌庄乡豫征农业等生态农业基地
16家；培育了磨街乡青山岭村海山养殖合作社、苌庄乡梦
源养殖公司等龙头养殖企业13家；培育了鸠山镇天王生态
旅游合作社等6家，从而带动了贫困人口1626户 4955人
稳定脱贫致富。6

本报讯（通讯员 寇宝刚）近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与许昌市政府签署《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许昌市人民政
府“十三五”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省电力公司将持续
加大许昌电网投入、积极服务许昌城乡建设、大力支持电
气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为许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高
效、智能、可靠”的电力能源保障。

根据协议，河南省电力公司“十三五”期间，对许昌电
网发展总投入 63.8 亿元，主要用于加快许昌坚强智能电
网、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新扩建500千伏变电
站1座，新增500千伏变电容量200万千伏安；新扩建220
千伏变电站 11座，新增变电容量 198 万千伏安；新扩建
110千伏变电站45座，新增变电容量225万千伏安。许昌
电网规模、供电能力大幅提升，实现各级电网协调发展、智
能发展。加快实施县域电网改造升级。

“十三五”期间，许昌县域电网投入34.6亿元。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负责建设机井配变及以上电网设施，优先安排投
资计划，保障许昌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和“井井通
电”工程顺利实施。2020年前，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全面提升许昌县域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服务水平。6

许昌“十三五”
电网投资63.8亿元

禹州

农村合作社成脱贫中坚

信息速递

视觉新闻

11月 29日，在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供港蔬菜
基地，采菜工忙着采摘、运输新鲜蔬菜。据了解，该基地全
年种植无公害菜心、芥蓝、奶白菜等叶菜及瓜、豆类等20
余种蔬菜。为保证菜品质量，该基地全部通过无公害蔬菜
产地环评认证，实行标准化生产，建立生产档案，建立采收
标准，严把菜品质量关。6 牛原 摄

许昌打造港澳绿色菜篮子

“郑许融合发展”一直是许昌人的梦
想。

2006年，“郑汴一体化”启动之初，许
昌市就主动谋划，在郑州组织召开郑许城
市一体化研讨会，专门委托省发改委经济
研究所对许昌市在中原城市群中的发展
定位进行研究，形成了《许昌市在中原城
市群中的发展研究》报告，确定了与郑州
对接发展的战略方向。

当年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河南省人民
政府参事郑泰森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当下的区域竞争已从单一城市的“单打独
斗”迈向“集群”发展阶段。河南要建设

“组合型大都市地区”，特别是郑州要迈向
国家中心城市，离不开周边城市提供资
源、产业支撑。“郑许融合发展是产业和城
市功能的对接和融合，而非城市的简单合
并。”他说，许昌与郑州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郑许融合发展突破了行政区域分割，
迈向区域合作。除了产业对接、空间对接
外，还应该包含基础设施、城市功能、社会
发展、管理协调等多方面的融合、共赢发
展，助力中原更出彩。

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河南大学教授耿
明斋认为，站在全省的大格局考量，许昌
和郑州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会形成分
工、互补、互动、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通

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但可以降低两市之
间各种要素的流动成本，而且有助于增强
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对豫南、豫东南人流、
物流、信息流、产业流的辐射和带动能力；
对于许昌来说，通过融合发展，完全可以
借势把郑州的铁路枢纽、公路枢纽特别是
航空枢纽优势，变成“为我所用”的资源，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新的发展春天。

近年来，许昌持续努力推进郑许融合发
展，许昌“十三五”规划将许港融合作为四大
发展战略之一，利用地缘优势加快建设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许昌承接区。在毗
邻郑州航空港的区域里，悄然隆起的许港产
业带，集中分布了中原电气谷核心区、长葛
市产业集聚区、魏都区产业集聚区等6个省
级集聚区，集聚了电力装备、超硬材料、发制
品、有色金属等7大产业集群，成为与郑州优
势互补、加快发展的新的增长区域。

新一届许昌市委把郑许融合发展提
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许昌市七次党代
会报告明确提出“依托郑州、对接空港、发
挥优势、错位发展”，深入实施许港融合战
略，推进郑许一体化，主动融入大郑州都
市圈。省十次党代会首次正式提出加快

“郑许融合发展”，标志着郑许融合发展纳
入省委决策，正式成为省之方略，让许昌
人“梦想变成现实”。

早晨在鄢陵采摘的鲜切花，通过航
空运输，当天就能进入日本、韩国的消费
市场；借助航空物流，长葛市蜂产品去年
出口额达到7360.48万美元,占全省蜂产
品出口额的 87%；通过与航空港无缝对
接，鲜易冷链物流不仅在全国56个大中
城市实现了生鲜品共同配送，更将“触
角”延伸至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

郑泰森认为，许昌在空间、交通、产业、
生态等方面特色明显，与郑州经济联动密
切，能够形成与郑州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从空间来说，许昌距离郑州 89 公
里，距离新郑国际机场 40公里，最近边
界距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仅6
公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推进郑
许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

从交通来说，新郑国际机场许昌航
站楼将机场“搬”至许昌，许昌东站成为
省内第二大高铁枢纽站，京港澳、郑尧等
多条高速公路连接郑州，目前许昌集航
空、高铁和高速公路于一体的现代综合
交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综合交通网络
体系日臻完善，为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更高层次的两地交流合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尤其是郑万、郑合高铁已经正
式开工建设，许昌至机场城际快速通道、
107国道许昌段改建工程等重点交通工
程的加快实施，进一步密切了两座城市
的联系，为推进郑许融合、厚植发展优势
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力。

从产业来说，许昌工业竞争力位居全
省第三，重点培育了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汽车、生物医药、新能源等4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做优做强了电力装备、再生金
属及制品、汽车及零部件、超硬材料及制
品、电梯、食品及冷链、发制品等7个特色

优势产业。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
面，许昌战略性新兴企业达到327家，居
全省第二位，郑州和许昌两地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占全省的“半壁江山”，彰显强
大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郑州
和许昌产业优势各异，上下游配套能力较
强，两地协作发展日益密切。

从生态来说，许昌是全国知名的“花
木之都”，花木种植面积达90万亩，形成
了天然“氧吧”；全长80多公里的中心城
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成通水，芙蓉湖、
鹿鸣湖、北海、东湖、秋湖、鹤鸣湖等湖系
波光粼粼，河畅、湖清、水净、岸绿的美景
渐次展现。每到周末，花都温泉、花博园
等景区游人如织，其中来自郑州等周边
城市的游客占了不小的比重。近年来，
许昌的生态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郑
州人前来置产兴业。位于鄢陵的建业生
态新城项目销售的 700多套房子，有四
成以上被郑州人买走。许昌，正在成为
郑州的“南花园”。

从区位到交通，从产业到生态，许昌
一直在为加快郑许融合、主动融入大郑州
都市区厚植优势，吸引了一批大项目纷纷
落地：今年上半年，占地面积3200亩、用
地规划建筑面积458万平方米的河南空
港生活养老服务基地项目落户东城区，填
补了全省新型养老模式的空白，将有力促
进许昌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
产业对接；前不久开工的长葛华夏幸福空
港产业新城项目，占地超过10平方公里，
将在葛天大地再造一座生态新城……

空前机遇——

郑许融合发展 今成省之方略

融入优势——

区位得天独厚 经济联动密切

全面发力——

释放强大动能 打造开放高地

民生畅想——

分享融合“红利”未来值得期待

▶许昌生态魅力日益凸显，正在成为
郑州的“南花园” 本栏图片均为牛原摄

便捷的交通，为郑许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撑

各具特色的产业优势，使郑许两地协作发展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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