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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奋力打造豫东南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张承训 宋超喜 周由

洪汝河畔风生水起，千年古县再领

风骚。

新蔡，这个有着 4000多年建城史

和 2200多年建县史的文明古城，近年

来，随着城市框架的迅速拉大，城市功

能日益完善，城市品位加速提升，正在

迅速崛起为豫东南新兴区域中心城市。

从洪水招待所到生态水城，从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到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试点县，从破旧落后的小县城到国家卫

生城、国家园林城，新蔡新型城镇化演

绎了怎样的精彩蝶变？

新蔡地处郑州、武汉、合肥三个省

会城市的几何中心，是驻马店、阜阳、周

口、信阳四个地级市的接合部，具备快速

发展为新兴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新蔡

是个人口超百万的大县，以新蔡为中心，

以100公里为半径，辐射周边人口超千

万，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为建设豫东南

新兴区域中心城市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跳出新蔡看新蔡，必须解放思想、实

干干实，树立争当先锋、争做龙头、争创首

位的意识。”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表示，将

切实强化区域中心意识、城市带动意识，

紧紧围绕城市扩容提质，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新蔡的交通通达

力、产业竞争力、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

力，努力建成生态水城、大美新蔡，精心打

造成豫东南新兴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全县和周边地区更好更快发展。

城市发展的大盘已定，新蔡拉开了“东
控、西进、南延、北接，拥水发展”的城市建设大
幕，吹响了城市扩容提质攻坚战的号角。坚
持大手笔谋划、大项目支撑、组团式推进，“一
路一循环”、“一库一联通”成为新蔡拉大城市
框架、提升城市品质的发力点。随着人民西
路建成通车和绕城环线快速推进，随着东湖
水库开挖兴建和“五湖四带”景观格局日益形
成，新蔡新型城镇化进程步入快车道，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路通百通，开路兴
城。新蔡以前瞻性的道路建设做大城市格
局，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拓展充足空间。

经悉心论证，作出了“一路一循环、两轴
四门户”的道路建设决策和规划。所谓“一
路一循环”，就是打通人民路西接大广高速，
建设西环、南环、北环、东环循环绕城快速通
道。所谓“两轴四门户”，就是构建人民路、
今是大道东西、南北两大发展轴心，形成西
进、南延、北接的城市增长极；充分发挥新蔡
县城紧邻大广高速、新阳高速的区位优势，
新建大广高速新蔡西站，改建新阳高速孙召
出入口，使新蔡县的发展门户增加到四个，
让新蔡县的出入更加畅通高效。

规划既定，新蔡县先后上马了人民西路
及大广高速新蔡西站、环城公路、新蔡县北
高速口改造工程四个大个头重点建设项
目。总投资 40 亿元，总修路里程 50 多公
里，新建、改建高速出入口两个。大格局的
新蔡新城强劲崛起，气势恢宏！

新蔡人民西路工程项目：包括人民西
路、西湖景观桥和大广高速互通桥三部分，
总投资9.25亿元。道路长8.9公里，投资6.7
亿元。西湖景观桥投资 6900万元，高速互
通立交投资 1.4亿元。该项目 2017年年初
开工建设，2018年年初建成通车。项目建
设标准高、施工速度快、工程质量好，为新蔡
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示范样本。

人民西路及大广高速新蔡西站的建成
通车，使新蔡县的高速公路出入口由3个增
加为4个，缩短了从新蔡城区到大广高速的
时间，从主城区开车8分钟即可上高速。该
项目工期设计原为两年，其在一年内建成通
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蔡速度。

新蔡北新阳高速路口改造工程：包括新
阳高速互通改建工程和开元大道至新阳高
速互通新建工程两个子项目，总投资 6.35
亿元。新阳高速互通改建工程新建匝道 3
公里，新建匝道桥梁4座。开元大道至新阳
高速互通新建工程路线全长 2.5公里，双向
八车道，宽 116米。桥梁两座，分跨洪河故
道和洪河故道支流。

为畅通路网，新蔡县在全城区实施道路
畅通工程，构建路网打通“断头路”；对干线道
路进行景观性改造和交通优化，提升城市形
象。与路网相配套，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园林绿化建设，提高城
市承载力。路通、路宽、路美，大交通、大路网
让新蔡城区四通八达，畅通无阻，活力无限。

“一路一循环”工程的实施，迅速拉大了

城市框架，这些道路重点项目全部完成后，
将会把新蔡县城区面积扩大20平方公里以
上。尤其是今是大道景观大桥、开元大道跨
河大桥的修建，畅通了路网，使洪汝河两岸
变通途，打通了几十年来制约新蔡县城发展
的瓶颈，不仅为洪河南北两岸居民通行带来
方便，还将为县城北部开拓出全新的发展空
间，对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新蔡因水而兴，淮河两大支流洪河、汝
河在此交汇，黍河穿城而过，水资源得天独
厚。如何因势利导，化水害为水利，让城与
水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蔡县委、
县政府科学谋划，实施了“一库一联通”城区
水系联通工程，倾力打造“生态水城，大美新
蔡”，写出了一篇气势磅礴的水文章，掀开了
新蔡拥水发展的崭新一页。

水系联通工程涉及新蔡城区汝河以北、
西外环以东、小洪河以南和以西广阔区域，
囊括古吕街道办事处、今是街道办事处、月
亮湾街道办事处和河坞乡部分及关津乡部
分，土地面积 92平方公里。对该区域河湖
水系及上下游相关水系进行规划、治理，引
汝河水进入新蔡县城及黍河。在汝河左岸
与今是大道交叉处引水入新开景观河道，沿
今是大道向北引水入西湖，由西湖向小洪河
景观带、黍河景观带供水；进而形成今是大
道景观带，西湖、小洪河景观带，东湖公园、
东湖水库和今是大道景观带，西湖、黍河景
观带，东湖水库的景观河道水系循环系统。

水系联通工程十分浩繁，涉及河道工
程、泵站工程、闸坝工程、桥涵工程、截污工
程、输水管道工程、新建水库工程和区域景
观工程等项目，总投资30亿元。目前，主体
工程大头落地，工程建成后可把城区除涝标
准提高到 10年一遇，相应农田除涝标准提
高到 5年一遇，新增灌溉农田 40000多亩，
营造出“河湖相连、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
大美境界，“生态水城、大美新蔡”魅力初现。

远期规划23.96平方公里、可容纳20万
人的西湖新城是新蔡未来城市建设发力的
重点。按照新蔡城市发展整体思路，在西湖
新城建设中，将全面融入“生态城市”“智慧
城市”“海绵城市”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
努力把西湖新城打造成新蔡未来城市发展
战略的核心区、现代化城市发展建设的引领
区、承接现代高端服务业汇聚的示范区。

作为新蔡城市向西扩张的先导区，西湖
新城以商务、金融、商业、商贸为主导功能，
以文体、会展、旅游、市民服务、研发创意为
互补功能，以教育医疗、生态居住、社区服务
为支撑功能。建成后的西湖新城将成为新
蔡乃至豫东南地区的金融商务中心、市民服
务中心、文化体育中心、旅游会展中心、研发
创意中心和商业居住中心，拥有全面完善的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投资大厦、西湖家园、群众文化艺术中
心、新蔡一高新校区、中医院、图书馆……随
着一大批公共服务项目、商业项目的全面开
工、快速推进，西湖新城大建设风起云涌。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
高人的生活质量。在拉大城市框架的同时，
新蔡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高度重视居
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结合
老城改造，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改善人居环
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

完善城区路网，提升市政道路设施水
平。实施了道路通畅一期工程、人民路东段
等 8 条市政道路建设，完成了老城区振兴
路、人民路中段道路提质改造；以人行步道
提升、疏通排水管道、弱电入地等为建设重
点实施老城区北湖路、永康路等7条市政道
路的提升工程，新建、提质、改造道路 29.61
公里；实施蔡州路北段、永康路南段等 9条
老城区断头路打通项目，新建、续建道路
9.22 公里；以景观式改造和交通优化为重
点，启动实施了古吕大道与明临路交叉口、
洪河大道与明临路交叉口等路口改造项目，
城市路网逐步完善，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开展污水治理，积极推进生态修复。依
托汝河、黍河、小洪河三大水系，引汝河入黍

河至小洪河，按照海绵城市标准，沿河建设
水景公园，在全县形成“一环一库五湖四带”
的生态格局，整治河渠库湖总长 49.2公里，
截污纳管总长 8.44 公里，景观工程设计总
占地面积 630.18万平方米，该项目竣工后，
可有效提升城市河道、湖泊水环境质量，为
打造“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城市景观河
道奠定坚实的基础。对老城区排水管网整
修、清淤、改造，开工建设了第一污水处理厂
扩建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切实
提高了城区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

增加绿地面积，提高城区绿化水平。着
力推进绿化综合提升行动，对城区所有路段
的绿化进行加高、加密、加彩，让城市四季常
青、五彩缤纷；对西湖、南湖、东湖、北湖五大
水景公园及黍河景观带全面进行绿化、美
化，新增绿化面积340万平方米。实施了公
园、游园广场设施改造工程，对公园破旧损
坏的景观台、廊架等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更
新，完善了市民之家、北湖公园等现有公园、
游园广场绿化景观，提高城区整体绿化水
平。

着力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开工建设群众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
体育中心等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逐步构建

“15分钟健身圈”“10分钟生活圈”；启动实
施问津教育园区内一高新校区等项目，开工
建设东方双语、明英高中等民办学校，城区
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新建新区医院项目，与
省人民医院开展合作成立“河南省人民医院
豫东南分院”并投入运营，开工建设同安医
院、中医院等医疗项目，极大提升了全县医
疗水平。

为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实施“精细
化管理”，新蔡县紧紧抓住道路绿化、庭院绿
化、公共绿地等几个重点，按照适地、适林、
适种的原则，采取多层次、多品种、多形式布
局，做到建一房绿一点、建一区绿一片、修一
路绿一线，实现道路景观化、庭院花园化，城
市绿化率得到很大提升。干净、整洁、优美、
和谐的人居环境大大提高了市民的生活幸
福指数，也为新蔡赢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等一系列荣誉。

桐荫凤必至，花香蝶自来。随着新蔡投

资环境不断优化，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大
批客商涌进新蔡投资兴业，助推新蔡工业经
济稳定增长。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取得新进
展：佳诺威木业、花花牛奶业等11个企业建
成投产；一笑堂二期、奥田电器、三联门业等
18个新建项目快速推进；华英集团强力入
驻，爱民药业、润南漆业荣获河南省“品牌百
强”荣誉称号。

新蔡县城市的精彩蜕变已产生显著的
虹吸效应，吸引了众多外出务工人员进城落
户就业、返乡创业。据有关部门统计，2017
年已有15000多名农民工在县城就业创业，
新蔡县被评为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县和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县城带
动”效应日益凸显。

新蔡，这个地处豫东南地区的千年古
县，凭借不甘落后的韧劲，凭借奋起直追的
胆魄，昔日商贾云集、物华歌高的繁华景象
正渐渐重现。

魅力新蔡破茧成蝶，舞出一片绚丽。一
座文化厚重、活力迸发、生态宜居的区域性
新兴中心城市正在豫东南大地悄然崛起。

新蔡县秉承规划引领、建设跟进的原则，着眼城市
长远发展大计，建立科学的规划决策机制，做到“规划
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为适应城市发展新
形势，及时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以“彰显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质”为目标，新蔡
决定“量身定做”一部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高水平规
划：充分发挥新蔡县城三面环水独特优势，把城市建
设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进行规划、建设和经营；结合新
蔡地形、地貌特征，以“东控、西进、南延、北接拥水发
展”为总体战略；根据新蔡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前
景，以提升老城区、巩固行政区、力推新城区为基本
发展思路；以“一城、两轴、三河、四门户、五湖、六区”
为建设重点，精心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生态优
美、特色鲜明的豫东南新兴中心城市。

充分考虑县与市、城与乡、城乡基础设施的融
合，依托新蔡现有林网水系、生态湿地、诗意田园等
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营造“城在林中、水在
城中、人在景中”的城市特质；在保护和传承优秀文
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使节水与节地、自然景
色与人文景观、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相结合，促进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树绿
水秀，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本着高标准就是高效益、高起点才能大发展的
原则，新蔡县开展了县城数字化地形图测量，建立了
县城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聘请国内顶尖规划设计机
构——上海华东设计院，对新蔡城市建设进行高起
点规划。经过多轮调研考察、反复分析论证，《新蔡
县城市整体规划（2015—2030）》终于新鲜出炉。

根据总体规划，新蔡县编制了城东、城西、城
南、城北控制性详规，分梯次确定重点建设区域，编
制完成 26个城市专项规划，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规划保障。

科学规划描绘出新蔡未来发展新图景：城区规
划面积拓展到129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现在的30
万发展到 2030年 65万。人民西路直通大广高速，
今是大道横跨小洪河，一纵一横两条发展轴，拉开
城市扩展大序幕，绕城环线畅通路网，拓展城市发
展新空间；西湖新城、工业新城、中央商务区、教育
园区、安置社区以及投资大厦、会展中心、群众文化
艺术中心将助推新蔡高速崛起。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拉开“东控、西进、南延、北接，拥水发展”建设大幕
使“生态水城、大美新蔡”魅力初现

生态水城大美新蔡芳容初绽 宋超喜 摄

月亮湾公园 宋超喜 摄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营造“城在林中、水
在城中、人在景中”的城市特质

高品质提升 畅通路网 修复生态 改善民生 实施城市管理“精
细化”大幅提升城市的品质和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