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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美路通财富来

1 立体交通助腾飞

义阳三关连南北，楚都城阳通

九州。这里扼江淮、控河汉，古往

今来即为交通之要塞；

江南北国，北国江南。这里素有

鄂豫皖“三省通衢”之称，豫鄂皖陕四

省省会4小时可达，驾车8小时可到

全国144个地级市，位居武汉和郑州

之后，快捷便利全国排名第三；

作为全国44个交通枢纽城市

之一，这里铁路、高速、国道多处十

字交叉，淮河航运通江达海，明港

机场天涯咫尺，水陆空立体交通格

局已经形成；

立中原而通八方，居腹地而达

九州。这里便是中国茶都、宜居城

市——信阳！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40年

来信阳交通面貌日新月异，公路、铁

路、航运、航空、管道五种交通运输方

式齐备，正成为信阳经济腾飞的坚强

基石，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朝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路飞奔。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唐书安 姜新福

1111 月月 88日至日至 99日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省交通运输厅召开
《《沿大别山高速公路明港至鸡公山段工程沿大别山高速公路明港至鸡公山段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审查会技术审查会，，邀请交通运邀请交通运
输部规划院输部规划院、、省公路学会等单位专家学者省公路学会等单位专家学者
对路线方案进行审查优化对路线方案进行审查优化。。

为助推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为助推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振振
兴发展兴发展，，打造好河南乃至全国第一条高速打造好河南乃至全国第一条高速
公路旅游风景道公路旅游风景道，，省交通运输厅与信阳积省交通运输厅与信阳积
极谋划建设沿大别山高速公路明港至鸡公极谋划建设沿大别山高速公路明港至鸡公
山段山段，，北接在建的息邢高速北接在建的息邢高速，，向南与京港澳向南与京港澳
高速交叉高速交叉，，全长约全长约 9595..88 公里公里，，将出山店水将出山店水
库库、、南湾水库南湾水库、、信阳核心茶产区和灵山信阳核心茶产区和灵山、、鸡鸡
公山公山、、何家冲等经典红绿旅游景点串连在何家冲等经典红绿旅游景点串连在
一起一起，，助力打造助力打造““看山看水看蓝天看山看水看蓝天、、品红品品红品
绿品毛尖绿品毛尖””的信阳特色旅游精品的信阳特色旅游精品。。

““信阳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信阳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交通又十分交通又十分
便利便利。。目前目前，，信阳正在走茶产业与文化旅游信阳正在走茶产业与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之路融合发展之路，，前景广阔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有可为！”！”44月月
2828日日，，在第在第2525届信阳茶文化节上届信阳茶文化节上，，中国茶叶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姚静波感慨地说流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姚静波感慨地说。。

从从 19921992 年到年到 20182018 年年，，每一届茶文化每一届茶文化
节节，，与会嘉宾和外地客商口中无一例外都与会嘉宾和外地客商口中无一例外都
会对信阳的区位优势会对信阳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和丰富的交通便利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赞不绝口旅游资源赞不绝口。。

发达畅通的交通网络发达畅通的交通网络，，既方便老区群既方便老区群
众和山里的特产走出去众和山里的特产走出去，，又便于把外面的又便于把外面的
客商请进来客商请进来。。

今年今年““五一五一”“”“十一十一””假期假期，，信阳旅游市信阳旅游市
场全线走红场全线走红。。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44月月
2828日至日至 55月月 11日日，，茶文化节期间茶文化节期间，，信阳共接信阳共接
待游客待游客 347347万人次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总收入 2424亿亿

元元，，同比分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333%%和和4747%%。。国庆期间国庆期间，，
尽管秋雨连绵尽管秋雨连绵，，1010月月 11日至日至 88日日，，信阳共接信阳共接
待游客待游客329329..66万人次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实现旅游收入2727..33亿亿
元元，，同比分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3..77%%和和1111..33%%。。

鸡公山鸡公山、、南湾湖南湾湖、、灵山寺灵山寺、、黄柏山黄柏山、、金刚金刚
台台、、西河景区西河景区、、大别山露营公园大别山露营公园，，处处著名山处处著名山
水人文景点游客如织水人文景点游客如织；；鄂豫皖首府纪念馆鄂豫皖首府纪念馆、、
许世友将军故里许世友将军故里、、何家冲红二十五军出发何家冲红二十五军出发
地地、、大别山商城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大别山商城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个个红个个红
色遗存色遗存、、遗迹景点人气持续走红遗迹景点人气持续走红；；郝堂村郝堂村、、新新
集村集村、、睡仙桥睡仙桥、、连岗村连岗村、、东岳寺东岳寺、、里罗桥里罗桥、、西河西河
湾湾、、丁李湾丁李湾、、田铺大湾田铺大湾，，美丽乡村美名远播美丽乡村美名远播。。

小而美的农家乐小而美的农家乐、、民宿经济民宿经济，，遍布信阳遍布信阳
的山山水水的山山水水。。借助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借助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
农户把农户把““卖山头卖山头”“”“卖生态卖生态””与与““卖山货卖山货””结合结合
起来起来，，把美丽环境把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三三
美美””融合融合，，让田园风光与农产品共同升值让田园风光与农产品共同升值，，
也把宜居信阳的名片传得更远也把宜居信阳的名片传得更远，，叫得更响叫得更响。。

信阳市政协副主席信阳市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局局长周交通运输局局长周
保林坦言保林坦言，，围绕打造信阳综合交通枢纽围绕打造信阳综合交通枢纽，，信信
阳正在推进并谋划了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阳正在推进并谋划了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

航空运输航空运输，，明港机场已经通航明港机场已经通航，，潢川机潢川机
场正在推动场正在推动，，支持商城支持商城、、息县息县、、新县新县、、罗山罗山、、
光山光山、、淮滨等申报建设通用机场项目淮滨等申报建设通用机场项目；；

铁路枢纽中心凸显铁路枢纽中心凸显，，京九高铁信阳线京九高铁信阳线
路初定路初定，，宁西高铁过境已成定局宁西高铁过境已成定局，，信阳东站信阳东站
将成高铁枢纽将成高铁枢纽。。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及北广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及北广
场即将投用场即将投用，，潢川开发区火车站潢川开发区火车站、、罗山罗山、、商商
城等县火车站改造及配套铁路货运服务园城等县火车站改造及配套铁路货运服务园
区区、、促进仓储配送促进仓储配送、、信息服务等加紧推进信息服务等加紧推进；；

公路建设日新月异公路建设日新月异，，66条新建高速公路条新建高速公路

正在推进正在推进。。国省道干线公路加快升级国省道干线公路加快升级，，推推
进实施进实施GG107107、、GG312312国道市区段改线工程国道市区段改线工程、、
新增新增 GG220220、、GG328328和和 GG230230国道升级改造国道升级改造，，
SS224224省道改造等一批重点工程省道改造等一批重点工程；；

全面实施农村公路畅通安全工程全面实施农村公路畅通安全工程，，不断不断
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县乡公路网络化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县乡公路网络化
水平水平，，到到““十三五十三五””末末，，县道中等级公路比例县道中等级公路比例
达到达到100100%%，，乡道中等级公路比例达乡道中等级公路比例达9595%%以以
上上，，逐步实现逐步实现““乡联县畅乡联县畅、、路通桥畅路通桥畅”；”；

高铁东站旅客集散换乘中心高铁东站旅客集散换乘中心、、信阳客信阳客
运北站运北站、、东站东站、、南站等配套工程正在抓紧推南站等配套工程正在抓紧推
进进，，明港航空港客运站等一批运输场站正明港航空港客运站等一批运输场站正
在谋划在谋划；；

推进淮河河道治理及航运开发工程推进淮河河道治理及航运开发工程，，
建设淮滨港公铁水一体化码头及配套设建设淮滨港公铁水一体化码头及配套设
施施，，实现淮河水运实现淮河水运““通江达海通江达海”。”。

““信阳交通大发展信阳交通大发展，，正成为推动老区产正成为推动老区产
业升级业升级、、优化发展环境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完善城市功能，，积积
极融入极融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和中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武汉城武汉城
市圈市圈、、皖江城市带建设皖江城市带建设，，融入长江经济带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和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区域性中
心城市心城市、、充满活力的生态经济先行区和全充满活力的生态经济先行区和全
国有影响力的交通枢纽国有影响力的交通枢纽、、信息枢纽信息枢纽、、物流枢物流枢
纽纽’’的强有力支撑的强有力支撑。”。”信阳市政协副主席信阳市政协副主席、、交交
通运输局局长周保林自豪地说通运输局局长周保林自豪地说。。

风劲潮涌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任重道远，，
更需策马加鞭更需策马加鞭。。信阳交通人将信阳交通人将““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按照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按照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秉秉
承逢山开路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非凡气度遇水架桥的非凡气度，，奋力谱奋力谱
写信阳交通运输发展新篇章写信阳交通运输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中国为实现中国
梦不懈奋斗梦不懈奋斗。。

春风惠我申州地 通江达海新信阳

10月 28日 8时许，随着中国东方航空公
司MU2291次航班A320型客机稳稳地降落
在明港机场，山水信阳从此阔步迈进“水陆空
管”立体交通运输新时代。

老区人民自上世纪革命战争年代，从拥
有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架战机——“列宁号”时
萌发的“飞天梦想”，历经87年，今朝梦圆。

至此，这个地处大别山北麓的豫南明珠，
从空中架起了对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打造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豫南
地区的重要支点，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从此有了通
过航空网络快速与世界对接的快捷通道。

“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强，上民航。”东
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马须伦寄语老区信
阳，信阳的正式通航，全面对接东航通达全球
177个国家 1074个目的地的航线网络，为大
别山革命老区架起了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
信阳即将迎来全面腾飞的崭新时代。

天上航班起降频繁，陆上“和谐号”往来
穿梭。机场附近邢集高速互通正加紧施工，
息邢高速即将全线贯通，并将在此与京港澳
高速连接互通，东与大广、淮息、淮固高速连
接，西与沪陕高速直通，沿大别山高速正全力
推进，将连通天目山、出山店水库、南湾湖、鸡
公山、灵山、金兰山、黄柏山等信阳著名景点。

“截至 2018年 10月，信阳全市公路通车
总里程已达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50公
里，国省干道 1454 公里；铁路通车总里程
537公里，水路通航里程371公里。”形成了以
机场为支撑，以高速为骨架，以国省干线为支
脉，以农村公路为血管，以内河航运为辅助的
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信阳市交通运输局党
组书记、市公路管理局局长朱时锋表示，40
年来，信阳交通运输发展可谓翻天覆地。

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为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一季
度，信阳生产总值增长8.4%，居全省第五位。

交通大发展为信阳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
基础。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保税物流园
区……一个个大项目的落户，增后劲、促发
展、活商贸，信阳商贸物流业发展亮点纷呈，
振奋人心。据统计，全国每天约3000万件的
快递货单中，有80%以上与信阳市有关联，以
航空、铁路、公路等方式，经过或通过信阳。

“双十一”前后，作为河南三大省级物流
园区之一的信阳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内，物
流车辆川流不息，日夜不停。依托信阳优越
的区位优势，快捷的交通条件，这里已形成仓
储物流、机械加工配送、印刷包装、家居物流、
农产品物流五大产业集群，入驻规模以上企
业达 70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2亿元，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亿元，实现税收3.3亿
元，从业人员达2.4万人。

经济发展，交通保障，物流先行。拥有立
体交通网络的信阳，拥有了中原经济区连接
东南沿海的前沿优势，抢占了沿海地区产业
向中部地区加速转移的“桥头堡”位置，为发
展商贸物流、打造现代物流枢纽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条件。

11 月 10 日，又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周
末。潢川县仁和镇板岗村 70多岁的陈秀
珍老人带着新鲜的土鸡蛋、采摘的蘑菇，坐
上“村村通”公交车到镇上去卖。

崭新的空调大巴，干净舒适的座椅，老
人非常满意：以前村里不通公交车，想外出
非常不便。这两年，农村公路修好了，去年
底又开通了“村村通”公交车，抬脚就上车，
1元到终点，她可以随时来随时回，便捷、实
惠、安全。

记者从潢川县获悉，全县 272个行政
村，已经全部通了“村村通”客车，为村民出
行带来了极大便利。“潢川经验”受到了各
级的一致赞誉，正被各县区广泛学习借鉴。

建设“四好”农村路，助力脱贫大决
战。乡村道路建设步伐的加快，同样让光
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2209位村民从此告别
出行难的历史。2017年 6月，串连起仙居

乡、罗陈乡、文殊乡、槐店乡、砖桥镇 5个乡
镇的X018县道全线贯通，彻底解决了沿线
群众的出行难问题，更为沿线乡镇的产业
发展、旅游发展和老百姓脱贫致富带来了
希望。沿线群众亲切地称这条路为旅游
路、脱贫路、致富路。

产业发展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
仅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近些年就新改建
园内主干道 15 公里，山林路 80 公里，交
通+产业生根开花结果，园区年产值近亿
元，油茶产业带动农民就业 2000多人，精
准帮扶 609户 1831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2800 元，为当地实现 2018 年整体脱贫提
供了坚强的保障。

6月 4日至 5日，全省交通运输脱贫攻
坚暨“四好”农村路建设现场会在光山召
开。这已是连续两年全省交通运输脱贫攻
坚现场会在信阳召开。

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卜塔集镇港湾
站、潢川县客运站，息县曹黄林镇刘寨村，
光山县凉亭乡王湾村、文殊乡东岳村、槐
店乡司马光油茶产业基地，一个个以往远
离乡镇、道路泥泞难行的偏僻村庄修通了
硬化道路，直达乡镇、县城的村村通班车
开到村口，邮政物流服务站建在村头，助
力向纵深推进的脱贫攻坚大决战，建设
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对
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培
育和扶持特色产业、助力脱贫增收，推进
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巨大支撑
和保障作用。

据统计，截至 2018年 10月，信阳农村
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 2.3万余公里。修成
一条公路、带火一片产业、致富一方百姓，
信阳大大小小的荒山荒地变成了金山银
地，一个个偏僻乡村实现了美丽蝶变。

农村“三通”促振兴2
交通枢纽正崛起 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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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达海新信阳 刘宏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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