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军伟

从借力发展到融合发展，与郑州
一河之隔、坐落在黄河北岸平原上的
武陟，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上，闯出
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新路，引发了广泛
的关注。

抢抓郑州获批国家中心城市和跻
身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首批试点县带
来的发展机遇，武陟县正以交通对接为
基础，以产业承接为重点，以新城建设为
载体，全方位发力，谱写出融合发展的大
文章。

武陟嘉应观站面向往来于郑武高
速之间的豫A牌照小汽车免费，被视
为融合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9月 1日，郑州到武陟县高速免费通行正式变为现
实。当然，这限于豫 A牌照小型客车，且要求安装有
ETC。

当天上午，记者开车从郑州柳林收费站上高速，30
多分钟跑出 60公里后，便抵达武陟县嘉应观收费站。
收费站处电子屏显示，ETC扣款 23.75元。两天后，也
就是9月3日，收到短信提醒，23.75元已经返还到ETC
账户中。这意味着，当天的高速通行是免费的。

郑州到武陟的车流量有多大？记者没能获得官方
统计数字。9月 1日上午9时开始，在嘉应观收费站进
行了粗略统计，30分钟内有35辆小客车从ETC通道驶
出，平均一分钟一辆。

免费通行源于一个月前，武陟县产业新城管委会与
河南省视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这份
协议规定，从2017年 9月 1日 0时至2018年 8月 31日
24时，对豫A牌照小型ETC客车行驶武陟县嘉应观收
费站至郑州绕城相关站点之间通行费予以双向补贴。

具体来说，使用ETC付费的豫A牌照小型客车（7
座以下，含7座）行驶武陟嘉应观收费站至郑州沟赵站、
文化路站、花园路站、柳林站、东三环北站等12个环城
站点时，实行先收费后补贴运作模式，即客户缴纳通行
费后原则上2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返还到储值卡客户的
ETC账户、记账卡客户绑定的借记卡或信用卡银行账
户；并在补助返还后1个工作日内向客户短信通知补助
金额。

这份“免费蛋糕”给不少人带来了惊喜。在黄河交
通学院教师微信群内，高速免费通行成了老师们热议的
话题，被普遍认为是新学期开始前收到的“大礼包”。这
所从郑州搬迁到武陟的高校，往返两地通行成本高一直
被老师们所“吐槽”。“这下好了，能够大大节约通勤成
本。”一位老师说。

不少企业也对此欢喜不已。今年4月份从郑州搬
迁至武陟的河南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建新说，高速
免费不仅能减轻企业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
拉近了武陟与郑州的距离，对企业集聚资源、聚拢人才
都有积极意义。

在武陟采访期间发现，“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干
部群众口中的“热词”。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是，在
2015年 6月开通的郑焦城际铁路线上，武陟成了热门
车站，一天8个车次仍满足不了乘客需求，经常出现“一
票难求”的情况，让车站的人都直呼“没想到”。

与郑州一河之隔、坐落在黄河北岸
平原上的武陟，被视为郑焦融合发展的

“桥头堡”。正是因此，郑州到武陟高速
免费通行，被认为是郑焦融合迈出实质
性一步。

“可能当下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有
限，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举动对武陟的发
展有深远意义。”9月1日，武陟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吕沛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豫A
牌照小型客车免费，能够显著降低郑武两
地通勤成本，对郑州、武陟两地之间实现
交通一体化、产业融合一体化、公共服务
一体化，进而推动武陟在获取人力、技术、
信息等支撑要素方面与郑州形成“同城效
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近几年郑州周边多个“卫星城”
都提出了借力发展，但武陟认为，自身有
明显的优势。

产业基础方面，武陟县仅规模以上企
业就有219家，医疗健康、装备制造、造纸
及纸质品加工、食品加工等行业优势尤为
突出。

空间区位方面，武陟到新郑机场、郑
东 CBD、郑州海关车程均不超过一个小
时，县域最东端的詹店片区距郑州仅二十
余公里，且处在郑州向北发展和辐射的主
轴上，地理位置优越。

综合交通方面，武陟与郑州目前有两
条国道、两条高速、两座浮桥和两条铁路
（京广铁路、郑焦城际铁路）相通，两地融
合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成熟。
同时，武陟县广阔的沿黄湿地、丰富的农

产品，也将为服务郑州大都市区建设产生
积极作用。

“武陟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要从原
来的‘借力发展’变成主动‘融入发展’。”
吕沛介绍，在未来发展中，武陟县将以交
通对接为基础，以产业承接为重点，以新
城建设为载体，全方位发力，积极融入郑
州、服务郑州。他还透露下一步武陟在这
几个方面的举动：

交通对接上，将在现有规划的基础
上，打通G327南延线建设新黄河大桥，对
接惠济区江山路或天河路，打开武陟产业
新城连接郑州的最便捷通道，目前已经委
托黄委会做前期规划，有望 2019年开工
建设。同时还将完成原焦詹店高速开口
建设运行，目前已经开始土地征收工作，
2019年建成后将为产业片区的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产业承接上，将利用武陟产业新城詹
店产业片区为平台，围绕现代物流、装备
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承接郑州产
业转移，着力引进高精尖企业和产业集
群，壮大经济实力，进一步发挥“县级成
本、省级平台”的优势，吸引企业和高端
人才入驻。

产业新城建设上，重点是与华夏幸福
一起完善规划和加快项目建设，“按照西
城东产、带状布局、交通一体、结构开放”
的概念规划，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底板打造、产业招商工作，尤其是加快
引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入驻，打造生态
宜居之城。

在推进与郑州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武陟
又迎来新的机遇。

今年2月份，我省公布了第一批实施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市县名单，有45个市县“先
行先试”，武陟位列其中。

长期以来，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中，资金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县城则成
为“被遗忘的城区”。多数县城建设比较滞
后，一方面是县里的财力无法支撑大规模的
建设，另外一方面是规划多变、易变，缺乏延
续性，往往是盖几栋楼、建几个小区而已。
正是因此，我省提出的百城提质工程，被不
少县城视为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推进县城提质发展的进程中，武陟
围绕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新兴增长中心和郑
焦融合发展首位节点这一目标，坚持老城改
造与新城建设并重，推动城市建设提质提速
提效发展。”武陟县住建局局长马铁索说。

从规划入手，对接融入郑州。武陟借助
外力，聘请了知名的规划设计团队。按照规
划，将武陟城区划分为四个重点片区，县城
西部是老城区，中南部是产业集聚区，东部
是产业新城城市片区，南部黄沁河大堤南北
两侧则规划了文化康养特色小镇。

目前，武陟县按照“高标准、全覆盖”的
要求，编制了“1+N”规划体系，其中，城乡总
体规划已经编制送审，控制性详规、城市设
计等正在编制，26项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专项规划，已完成5项，21项正在编制，切
实为城市提质打好基础、提供依据。

百城提质，重在老城区改造提升。武陟
县安排了82项总投资超过60亿元的改造提
质项目，目前已开工 44个，完成投资 22亿
元。

基础设施方面，今年重点实施总长 22
公里的“九路五桥”改造工程，拓宽一批瓶颈

路、打通一批断头路，改造建设12条道路雨
污管网，启动了日处理 1800吨的生活垃圾
发电项目，新建供热管网12公里。

公共服务方面，县医院迁建工程已完成
病房楼和门诊楼主体建设，职教中心和仰韶
小学年底建成投用，黄河交通学院新校区、
全民健身综合馆等项目即将启动建设。

更引人瞩目的是，武陟县还规划了“三
湖两渠两湿地”生态水系项目，明确提出要
打造“北方水城”。目前，龙泽湖公园已经建
成。

百城提质，亮点在新城。武陟县把武陟
产业新城作为推动城市提质的重要抓手。
一是迅速完善基础设施。计划三年内实施
生态底板打造、基础设施建设等5大类50余
个项目，规划展览馆、郑北大道等首批8个项
目基本完工，起步区初露峥嵘，今年下半年
还将启动实施 3个公园、6条道路和创业大

厦等24项基础设施项目。
二是大力推动产业招商。坚持产城融

合、以产促城，产业新城围绕“中原智造”
的区域定位，立足精准招商，重点突破现代
物流、现代食品、装备制造等领域，已重点
接洽企业数十家，与中国电商领军企业慧
聪网、郑州通快电梯有限公司、郑州福润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郑州一村食品制造有
限公司、河南爱尔达包装有限公司、郑州研
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签订了入园协
议书。

由聪慧网牵头实施的现代物流产业园，
目前已经完成土地平整和前期规划。

马铁索说，武陟将落实“以水润城、以绿
荫城、以文化城、以产兴城”的提质要求，坚
持新老城区两手抓，大力度、全方位推进县
城建设提质工程，早日将武陟建设成美丽宜
居的郑州大都市区新兴增长中心。

免费一小步，融合一大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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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泽湖公园一角

一辆小汽车
正驶过武陟嘉应
观站

从借力发展到主动融入 “桥头堡”地位凸显B

新老城区齐发力 武陟未来可期C

9月 1日，豫A牌照小型ETC汽车
免费通行正式实行的当天，本报记者专
访了武陟县常务副县长吕沛。他介绍
了武陟县牵手华夏幸福的缘起、进展以
及未来的打算。

记者：武陟县与华夏幸福的合作是

在什么背景下达成的，当时基于哪些方

面的考虑？

吕沛：我们首次跟华夏幸福接触是
2015年。当时，我们的木栾新区建设
遇到了困难，限于财力，对推进新区建
设非常吃力，成为县领导关注的一个焦
点问题。

当时，也有不少企业跟我们接触，
其中不乏国内一线品牌。但模式都是
单一的房产开发，房子卖完就走了，我
们不是很满意，就想改变下思路，放宽
视野，考察下其他开发模式。此时经
在京武陟籍招商顾问推荐，我们接触

了华夏幸福，并就共同实施产业新城
PPP 项目开发进行了初步会商，华夏
幸福也派团队对我县区位优势、产业
基础、主导产业、招商环境等进行了实
地考察，对在我县东部区域实施产业
新城整体开发运营表现出较强合作
意向。2015年 10月、11月，县委书记
闫小杏、县长秦迎军亲自带队，两次
组织县班子领导、有关乡镇办事处和
发改、财政、税务、国土、规划等部门
对华夏幸福固安产业新城、大厂产业
新城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后，我们
对华夏幸福的实力和“将整个区域经
济整合为一个 PPP 项目、融城市开发
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为一体”的产业
新城开发模式和理念表示认同，对迅
速拉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开发效
果感到很震撼，也很兴奋，觉得是我
们想要的模式。双方经过了几轮的

交流，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
加快合作进程，县委、县政府成立了
由县长秦迎军为组长的项目对接谈
判小组，就以 PPP 项目开发模式实施
县域东部产业新城建设与华夏幸福
团队进行深度沟通和磋商，就合作主
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 12月
12 日县委书记闫小杏主持召开班子
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采用华夏幸福
PPP 项目整体开发模式，实施县域东
部产业新城建设事宜并就相关事项
进行了表决，全票通过了参照华夏幸
福成熟模式在我县东部区域实施整
体开发事宜。其后，我县按照 PPP 项
目采购流程和相关法律程序，实施了
县域东部产业新城开发项目公开采
购，华夏幸福参加了项目竞标并取得
了实施主体资格。2016年 6月 13日，
县政府与华夏幸福正式签订了产业新

城合作开发协议，武陟产业新城也成
为华夏幸福进军河南启动的首个项
目。

记者：双方合作进展如何，在哪些

方面已经取得成效？

吕沛：双方合作进展非常顺利，推
进速度超出预料。

2016 年 3月，我们双方签订了合
作备忘录；2016年 6月，正式签订了委
托协议；2016年 11月 18日，首批 8个
项目正式开工，全部是公园、道路、城市
规划馆类的基础设施项目。短短几个
月的时间，8个项目基本完工，产业新
城的起步区雏形已现。

同时，对于我们最为关注的产业落
地，也有明显进展。目前，詹店产业片
区已经吸引了大量投资，部分项目已经
开工建设，能够为产业新城提供“造血
功能”。

武陟产业新城创造的“武陟速度”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记者：双方的合作是否沿着设想的

路径进行，社会各界评价如何？

吕沛：目前来看，合作完全在双方
的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对于武陟县来
说，在没有影响现有财政收入的前提
下，快速推进了新城区的建设，又使一
批产业项目落地，我们感觉这条路子是
对的，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发展的信心。

目前来说，社会各界对武陟产业新
城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已经多次接
待省内外地方政府的考察，都认为这种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PPP合作模
式，为内陆县城搞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路径。

省市领导来武陟产业新城考察
后，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年 7月，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全市观摩会上

说，武陟产业新城建设体现了四个特
点：一是规划高起点。华夏幸福不是
把武陟产业新城按照县城标准来打造
的，而是作为对接郑焦融合桥头堡和
郑州大都市区重要组成部分来打造
的。二是基础先行。华夏幸福前期没
有商业开发，而是修路、建公园，完善
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三是引进
了慧聪网、电梯制造等有发展前景的
项目。四是快速推进。从去年 11 月
18 日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四点值得思考、借鉴、学习。之后，
副省长徐光等领导先后到武陟产业新
城进行了考察调研，并对新城建设予
以很高的评价。

我们下一步将和华夏幸福一起，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建设步伐，把
武陟产业新城打造成为“中原智造、北
岸水乡、城镇典范”。

打造郑焦融合“桥头堡” 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后花园”

谱写郑武融合发展新篇章

“牵手华夏幸福，让我们发展信心更足了”
——专访武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吕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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