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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产业新城：为郑焦深度融合凝聚新动能

6月 12日，武陟产业新城，雨后初霁。

与先期开放的龙泽湖公园遥相呼应的

凤仪湖畔，游人如织。随着城市核心区中央

水系陆续打通，新城魅力持续提升。

自此向东，沿车水马龙的 104省道行驶

9公里，詹店产业园区内，慧聪网建筑装备电

商科技园数栋厂房已经建成，宽阔笔直的昌

武路两旁，机器人产业港、休闲食品产业港、

产服中心、高端装备产业园、现代食品产业

园等项目建设正酣，产业园区形象全新绽

放。

“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两年来，

武陟产业新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产城建

设联动推进，城市承载力持续提升，产业发

展势头强劲。

两年蝶变。黄河北岸，一座生态环境优

美、城市功能齐备、产业集聚有力的幸福之

城正悄然崛起，为武陟建设郑焦深度融合首

位节点城市提供强大动能。

建一座产业新城，要多长时间？武
陟产业新城正认真答卷。

规划西城东产、产城融合的城市格
局，高标准、高品质打造交通路网、城市
公园水系、厂站等城市配套，通过有水、
有绿、有文、有产来支撑城市的建设发
展。

漫步武陟产业新城，道路平整宽阔，
景观层次分明，处处青翠欲滴，一路郁郁
葱葱。

嘉应观门户公园、郑北大道、覃怀大
道景观工程、龙泽湖公园、武陟规划展览
馆、凤仪湖公园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先
后建成，内联外通，水道引领，绿水与城
市融合的新形态逐步呈现……

未来，随着创业大厦、幸福学校、幸
福商圈、幸福社区等各类新城配套的渐
次落成，城市公共服务与生活配套不断

完善，为武陟打开了全新的、更加广阔的
营商格局，城市魅力与吸引力不断增强。

水系连城、绿荫蔽日的风貌，是一座
城市的“面子”。培育主导产业、打造产
业集群，则是城市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

“里子”。
产业优先是推动一座城市持续发展

的源源动力。“突出产城融合，城为产业
的平台，产为城市的支撑，这一模式既让
人住下来，还能让人留下来。”省社科院
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国
说。

武陟产业新城以产业集群的形成
核心抓手，加速推进产业配套项目及
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推进产业载体
建设。

截至 2018年 6月初，武陟产业新城
累计签约各类优质项目 30个，签约投资

额近百亿元，产业承载力、吸引力持续提
升。

武陟产业新城聚焦高端装备，重点
发展智能制造装备、环保装备，全面承接
郑洛新装备制造产业转移。

三一筑工装配式建筑研发生产基
地、河南建基地铁管片、凯隆工程机械等
项目签约落地，形成了高端装备产业
园。海神仓储物流机器人、大智工业焊
接机器人、伯淼智能工程机器人等项目
入驻机器人产业港，加速机器人产业集
群形成。

依托武陟县域内京广铁路、郑焦晋
高速、104省道，重点培育及发展武陟公
铁联运物流，引进了慧聪网建筑装备电
商金融科技园及北京驮丰驮背运输项
目，重点发展电商、冷链等现代物流，推
进智慧物流建设。

借助大郑州都市圈产业辐射及都市
消费的强劲需求，入驻了谷妈咪、广汇、
研霖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食品企业，建
立了食品配套生产基地，打造成集食品
加工、检测认证、冷链物流于一体的现代
食品产业集群。

聚焦智能家居、智能车载、智能穿
戴、智能医疗、智能玩具、AR/VR 等领
域，武陟产业新城引进的阿里云物联网
赋能平台及创新中心基地项目，已落户
新城智能硬件产业港，科技赋能，引进武
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

黄河北岸增长极，产业新城示范
区……只要在这里走上一走，您就能清
晰地看到徐徐铺展的城市画卷，就能感
受到产业集聚带来的澎湃动力，就能触
碰到一座崛起新城的强劲脉动。

时光回溯到两年前：2016年 6月 13
日，武陟县人民政府牵手产业新城运营
商华夏幸福，双方约定，通过 PPP模式共
同建设运营武陟产业新城。

产业新城建设的过程也是不断创造
奇迹和刷新纪录的过程。

2016 年 11 月，嘉应观门户公园、
武陟规划展览馆等 8 个项目集中开工，
慧聪网建筑装备电商金融科技园项目
签 约 。 武 陟 产 业 新 城 创 造 了 当 年 签
约、当 年 开 工、当 年 产 业 项 目 落 地 的

“武陟速度”。
2017年 12月，新城建设完工道路面

积 4.7万平方米，人行道路铺装 16公里，
道路绿化14.7万平方米……

2018 年 3 月,项目签约及开工奠基
仪式举行。一批龙头企业落户武陟产业
新城，创业大厦、“三港一中心”等项目正
式开工。

2018 年 6 月，凤仪湖公园建成开
放。产业园区形象全新绽放。

成果的背后总有巨大的支撑力量。
建设过程中，展示出了合作双方加快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改善民生的决心
和信心。

华夏幸福邀请多家国内外顶级战
略咨询机构，和政府一起为武陟产业新
城可持续发展把脉定调。充分考虑产
业、生活、生态、生产需求，科学布局，智
慧筑城。

坚持规划引领，高起点做好各项规
划；坚持发挥自身产业缔造优势，大力推
动产业创新升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坚持关注绿色生态，建设一座宜
居宜业的幸福城市；坚持重视原住民利
益，充分保障原住民通过产业新城实现
安居乐业……致力建设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共赢的幸福新城。

武陟产业新城是产业新城 PPP项目
首次在河南落地，对地方党委政府服务
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悉，签
约至今，双方方向一致、目标一致、步调
一致，执行上高度配合，为产业新城的建
设推进营造了和谐的环境。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市长徐衣显
先后出席武陟产业新城项目签约仪式、

“三规”规划汇报会议、首批 8个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等活动，并分别带队到河北
廊坊固安产业新城、华夏幸福总部考察
交流。

武陟把产业新城当作一项“百年基
业”工程，从上到下给予全力支持，为产
业新城的建设创造了优良环境：

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政委，以县长
为指挥长的建设指挥部；

明确了产业新城管委会、公检法、发
改委、国土局、规划局等部门职责；

建立了“每周会商”“半月督导”“每
月汇报”“双月观摩”机制，集中研究解决
产业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重大问题；

提出了做好金牌服务、精准协调、助
力督导“三大举措”；

…………
“武陟产业新城是省百城提质工程

的典型案例，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城
融合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原副校长、教授郭爱民分析，这得
益于武陟引入了产业新城运营专家，得
益于政府作为方向引导者发挥的作用，
得益于遵循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规律
和城市建设提质的发展规律。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共舟者兴。正
是焦作市、武陟县上下齐力协作，为武陟
产业新城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才
成就了新城快速成长的“奇迹”。

县域面积805平方公里的武陟县，与
省会郑州隔河相望，处于亚欧大陆桥和
京广铁路的中心交会地带，位居中原城
市群核心区，县域最东段的詹店等距郑
州直线距离仅二十余公里，处在郑州向
北发展和辐射的主轴上。

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时代浪
潮下，在中原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政策红利下，在郑焦融合和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的加快推进下，武陟县乘势而上，
主动融入，正从交通、产业、城市配套等
方面与郑州形成“同城效应”，加快建设
郑州大都市区的新兴增长极和郑焦深度
融合首位节点城市。

2017 年 9月，郑州绕城往来武陟的
小汽车免收过路费；原焦高速詹店口即

将实现通车；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正紧
锣密鼓建设之中——武陟和郑州的交通
融合正在全面实现。交通距离的缩短，
拉近了心理距离。

武陟产业新城距离郑州国家高新
技术开发区约 20 公里，而这里是郑州
高教资源最为丰富、创新创业最为活跃
的区域。

武陟产业新城已初步具备城市环
境、产业环境，能够承接年轻人的生活居
住创新创业需求。阿里云物联网赋能平
台及创新中心基地相关负责人认为，地
理优势有利于郑州的创新创业资源向武
陟产业新城转移和集聚。

郑州大发展，产业势必外迁。对于
郑州来说，武陟具有疏解郑州的人流、物

流、产业的功能。武陟产业新城城市承
载力、产业承载力不断增强，着力承接郑
州产业转移，助力企业由传统装备制造
业升级为现代智能企业的转移，从而实
现产业的升级。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是焦作产业转型
的重大战略之一，武陟公铁物流港是事关
焦作长远发展、事关郑焦深度融合的重大
战略项目。”今年 3月 28日，徐衣显在实
地 调 研 公 铁 物 流 港 项 目 建 设 情 况 时
说。

武陟产业新城与北京驮丰共同打
造公铁联运的示范基地，不仅是修路修
桥，而是在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和现代物
流技术的应用上，提升整个武陟的物流
水平。

建设郑焦深度融合首位节点城市，
是武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出的重要
战略选择和定位。

“产业新城以城市建设为依托，以产
业发展为核心，导入产业集群，推动区域
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武
陟建设郑焦深度融合首位节点城市提供
了新动能，是郑焦深度融合的前沿阵
地。”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

从设想到蓝图，从项目落地到快速
推进，武陟产业新城正以超常的速度和
力度，全力打造产城一体示范区、郑焦深
度融合产业示范区。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从高空
俯瞰，“西城东产”的武陟产业新城雏形
显现，犹如一只蝴蝶，振翅欲飞。

长成新高度：两年崛起一座幸福城

践行新理念：双方共筑“三生”共赢城

实现新蝶变：合力建设首位节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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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机器人产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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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智能硬件产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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