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提质新篇章

1月 15日，老区信阳发展史上又一个值

得纪念的日子。

“我宣布，信阳火车站北站房正式启

用！”当天上午 9时 48分，随着信阳市人民

政府市长尚朝阳激情高亢的嗓音，信阳火车

站正式进入双面站房新时代。这在全国地

级市中也极为罕见。

专程到场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武汉

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祖祥表示，

信阳火车站改造工程是武汉铁路局和信阳

市共同推动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促进信阳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凝聚了信阳人

民和无数铁路建设者的艰辛努力。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胡婧 叶丹

百年老站新辉煌
获知信阳火车站北站房 1月 16日零时正式启用的消

息后，家住驻马店正阳县的周金忠，早早就在网上订了前
往苏州的K1322次列车的票。

“今天下午3点多，我就从家赶到了信阳。吃完晚饭，我
就想早点进站，看看新建的北站房到底啥模样，没想到意外
地成为第一位进入北站房候车的乘客。”1月 15日晚 11时
许，正在一楼大厅候车的周金忠，兴奋地举着车站送给他的
幸运礼物说，“你看，外面寒风呼啸，站房内却温暖如春。进
站后拍了好多照片发到朋友圈，朋友们都说这新站房高端、
大气、上档次，可与省会大城市的火车站相媲美。”

置身宽敞明亮的北站房内，柔软舒适的新式座椅，始
终开放的中央空调，宁静快速的自动扶梯，明亮通透的购
物超市，以及清新洁净的卫生间，分布两侧的开水房，温馨
呵护的母婴室，还有服务周到的铁路客运员，一种舒适如
家的感觉扑面而来。

据悉，信阳火车站，始建于 1899年 8月，1902年 9月
正式投入使用。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
辉煌，历经多次改造和扩建，如今，这座百年老站，又一次
迎来历史性的嬗变。

2014年 3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准信阳火车站改扩建
工程。2016年 7月，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正式开工，涉
及北站房、北广场新建、既有站房和配套设施改建。改建
后的信阳站共有三个候车室、六个站台，可年发送旅客400
万人次。

提起信阳火车站北站房的建设，信阳车站站长王勇强
说了8个字：“非常复杂，异常艰难。”

因京广、宁西两大异常繁忙的干线铁路在信阳火车站
交会并轨运行，仅京广线正线每天就有近 200 对列车通
行，无法停运施工，造成信阳站场所有施工基本为营业线
施工。许多重点工程，如新建天桥施工、既有天桥改造，均
需在列车行车间隙的天窗点内对接触网停电施工。

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信阳南站房的改造已经二十多年，
上次改建施工现场地质、管线情况极其复杂。为保证铁路
行车安全，他们组织对在用管线进行了多次迁改防护。因
信阳站历史上经过多次改造，地下构筑物情况十分复杂，
加上需拆除既有地道、既有雨棚，工程量巨大，施工工期紧
张，高峰期间现场调用挖掘机、打桩机等大型设备超过 20
台，施工人员上千人，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现如今，改建后信阳火车站形成了南北双广场、双站
房并立的新格局。北站房按照现代化火车站的标准新建，
总建筑面积达到 1.2万平方米，是南站房的 2.5倍，共分上
下两层，由两个候车大厅，一个售票大厅组成，高峰时段可
同时容纳4000人候车。

与北站房同时启用的新建天桥则采用钢桁架结构，横
跨信阳站9条既有线路和新建的1台 1线。原有天桥改建
为连通南北站房的连廊，使旅客经此实现就近进站，南北
站房互通候车。

王勇强骄傲地说，除了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设施
设备的提升。候车厅内使用了节能环保的照明设备、中央
空调，以及消防自动喷淋、烟感温探测器、水炮等先进设
备。整个站房的自控系统将原有列车到发信息系统、综合
显示系统与广播系统有效连接并实现联动，达到了系统集
成控制，统一指挥。

在客运服务方面，在新站房及站场内共设置了 8台自
动扶梯，4台无障碍垂直电梯，让旅客上下楼进出站更加方
便。大厅内设有饮用水设备8台（一、二层东西侧各2台），
哺乳室 1处。地下出站通道也得到扩宽，达 10.2米，另外
还新建了5.2米宽的行包地道一座。

1月16日 0时 12分，随着广州开往烟台的K1160次列
车缓缓停靠在全新改造的6号站台上，从广州返乡的平桥区
洋河镇大学生汪洋和其他68名旅客一起，幸运地成为信阳火
车站闭站改造98天后重新开通运营后第一批抵达的旅客。

顶着冬日夜间站台上凛冽的寒风，目送着 42位旅客
搭乘这趟列车缓缓驶离，王勇强和车站党委书记王同良，
与站台上的 6名夜班当值人员一一握手，叮嘱他们一定要
绷紧安全弦，为旅客们提供安全、舒适、周到、快捷的服务。

新建成的信阳北站房 王恩军 摄

百年老站的华丽嬗变
——写在信阳火车站北站房正式启用之际

打开信阳地图，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宁西铁
路、京广高铁，以及京港澳高速、沪陕高速、大广高
速，国道 G107、G106、G312、G220 等穿境而过，
在境内交会而成多个巨大的“十”字，交通枢纽地
位不言自明。

2016年 1月，信阳市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区域性中心城市、充满发
展活力的生态经济先行区和全国有影响力的交
通、信息和物流枢纽。

信阳火车站改造提升工程，无疑是朝着“一市
一区三枢纽”目标坚实迈进的一大步。

早在 2018年 8月，信阳高铁东站经武汉铁路
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由二等站晋升为一等站的
消息就传出。2018年 9月 29日，在信阳市召开的
信阳火车站闭站改造临时停办客运业务的新闻发
布会上，信阳车站副站长岳维刚证实了这个消息。

岳维刚表示，信阳东站提等升级不仅是城市
的“面子”，更有实实在在的“里子”。信阳东站提
等升级后，信阳市的铁路枢纽地位得到加强，在全
国铁路网中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信阳市也将获得
更多的铁路支持。在运输能力优化、列车运行图
调整中，信阳都将获得更多的倾斜，信阳市民必将
享受到更加便利快捷的出行服务。

与信阳东站提等升级相对应的是，与信阳火
车站改建工程同步，信阳就启动了建设信阳东站
东通道项目的一系列工作，并获得中国铁路总公
司批复支持。在信阳东站形成东西两侧两个站
房、两个广场指日可待，信阳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
也更加凸显。

王祖祥在 1月 15 日的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启
用仪式上说：信阳火车站是京广、宁西两大干线
的交会站，北站房的开通运营，为铁路部门进一

步提高客运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铁路部
门要管好用好先进设备，提高服务质量，打造服
务品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铁路部门更高品质的
服务。要加快推进车站改造工程，按照“保安全、
保质量、保进度、创精品工程”的要求，优质高效
完成建设任务。

王祖祥同时表示，要进一步密切与信阳市沟
通，加快完成信阳提出的 107、312国道改线穿越
铁路等15项涉铁重点工程的推进，为服务好信阳
发展作出铁路部门更大的贡献。

挥别 2018，昂首迈入 2019年，信阳可谓捷报
频传，聚力构建信阳枢纽城市地位的喜讯更是一
个接着一个：

1月 12日召开的信阳市委五届八次（全体）扩
大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
新江自豪宣布：自2018年 10月 28日正式通航，至
今年 1月 5日，信阳明港机场旅客吞吐量已突破
10万人次，是国内类似规模机场发展速度最快的
机场；息县至邢集调整公路建设进展顺利，年内有
望全线开通运行；许昌到信阳高速、上蔡至罗山高
速、沿大别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 G107、G312绕
信阳市区段一线公路改建工程前期工作有序推
进；省内最大的内陆港口信阳淮滨港开工建设，信
阳公、铁、水、航空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形成；信阳入
选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当日，尚朝阳关于2019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的讲话同样振奋人心：发挥区位优势，谋划一批铁
路、公路、航空、航运和物流项目，重点推进京九高
铁阜阳经潢川至黄冈段前期工作，争取“十三五”
开工建设；推动合康高铁随州经信阳至六安段纳
入国家铁路网规划；联合沿淮城市科学谋划沿淮
高铁、淮河航运等重大项目……

显然，信阳火车站改建工程对于信阳而言，并
非仅仅是城市交通枢纽地位的提升和增强。

正如尚朝阳在启用仪式上致辞时所言，信阳火
车站北站房的正式启用，这是信阳人民期盼已久的
大喜事，它必将提升信阳火车站的功能和品位，方
便旅客出行，尤其是与下一步即将建成的北广场区
域，共同促进新老城区的融合发展。新落成的北站
房与即将建成的北广场将实现无缝衔接。这将根
本改变火车站区域交通拥挤、基础设施落后、环境
脏乱差的状况，对进一步提升信阳城市形象品位，
增进铁路旅客美好出行的获得感，推动“一市一区
三枢纽”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羊山新区党委书记陈延虎在北站房启用仪式
上的致辞，似乎更能证明信阳市为了推进新老城
区融合、提升城市形象品位所做出的努力。

“在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正式获批复后，羊山新
区具体承担征地拆迁任务，共需征地290多亩，搬
迁私房1320户和铁路系统公房、市直、浉河区、平
桥区、武警部队和管线单位等 32家，累计投入资
金6.9亿元。”从陈延虎的发言中，可以想见信阳几
届领导班子和全市上下对于聚力打造信阳宜居城
市可谓不遗余力。

曾几何时，信阳最大的羊山棚户区令无数信
阳人不堪回首：低矮的房屋杂乱无章，街道坑坑洼
洼，路面污水横流，垃圾露天堆放，到了夏天蚊蝇
乱飞，不堪入目。破败逼仄的红砖房、斑驳生锈的
老门窗、弯曲狭窄的小巷道……从宽阔的新六大
街拐进二七街，让人仿佛一下穿越回到了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

2018 年年初，总面积达 2500 亩羊山棚户区
征地拆迁工作全面启动，需拆迁房屋 100余万平
方米，堪称信阳史上最大的单体棚户区改造项目，
甚至在全省都难有出其右者。

当年1月 3日，乔新江在冒雪实地检查督导信
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

作，走访看望搬迁群众和一线工作人员时强调，信
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和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功在当
前、利在长远的民生工程。项目建设对于巩固信
阳枢纽地位、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促进
新老城区融合，改善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攻坚克
难，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让
搬迁群众早日安居。

为按时保质完成包括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北广
场征地拆迁任务在内的棚改任务，羊山新区选调了
一批熟悉基层工作的干部加强到征拆指挥部，集中
培训，掌握政策，挨家挨户上门走访，熟悉征拆对象
基本情况，反复咀嚼征拆政策，直至烂熟于心。

征地拆迁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倾心取得群
众的理解配合，“以心换心，阳光拆迁”，是每个征
收拆迁干部牢记于心的“铁律”。“做群众工作，就
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的一分子。只有设身处地得
站在群众的立场，多用群众视角做工作，把问题想
得深一点，把工作做得细一点，坚持一个政策讲到
底，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算盘算到底，公平公正，
将心比心，就一定能变被动为主动，打通群众‘心
墙’的最后一公分。”羊山新区征收办的陈俊臣如
此描述自己的工作。

2017年 12月 8日，省百城建设提质督导组实
地调研了信阳火车站改建工程暨四一路铁路下穿
工程后，对抓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处理好老城与
新区、地上与地下的关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水平，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做法给予了
充分肯定。

“越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就越能得到群众的
理解与配合。”看着正在加紧推进的信阳火车站北
广场建设工地，尚朝阳充满希望地说，相信在铁路
部门的有力支持和密切合作下，火车站区域必将
真正成为信阳一张亮丽名片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交通枢纽新跨越

信阳
火车站改
建效果图

联合巡防营造安全出行环境 吴剑龙 摄

新改建的南北站房连廊 吴剑龙 摄

新建的信阳火车站天桥 刘宏冰 摄

极具现代化的北站房 刘宏冰 摄

新建成的信阳北站房大厅 王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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