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的是“时空” 带来的是机遇平顶山

□本报记者 宋敏

“为了体验首发车，我们凌晨 4点就起床
了。”12月 1日，从郑州东站始发的郑渝高铁
G4051次列车上，来自中交二航局的江峰说，

“就好像见证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成人，我
觉得很激动。”

当天，郑渝高铁郑襄段正式开通运营。
该工程参建单位中交二航局组织80余名参建
工人与项目部员工，一起乘坐新列车体验建
设成果。这些来自湖北的工人曾经为河南高
铁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如今再次
来到郑州，得知列车行驶在自己敷设的路基
上，农民工戴进德表示很骄傲。

“快看，T构桥到了!”透过明亮的窗玻璃，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这个T构桥，是指郑州东
站至郑州南站之间，郑渝高铁上跨京广高铁
的全国首座万吨级高铁跨高铁 T形曲线桥，
2017 年年底在 10层楼高的空中转体 50度，
实现了对既有运营高铁的跨越。一年后，另

一座世界级转体桥——郑渝高铁曲线斜拉
桥，一个相当于10节高铁车厢长、一艘轻型航
母重的“大家伙”，再次跨越徐兰高铁，实现精
准对接，刷新国内多项纪录。

高铁上，江峰一直盯着窗外。他说，飞驰
的列车运行平稳，坐在车上感到很自豪，看到
车窗外线路的里程桩号、结构物，会回想起当
时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整个建设过程是
相当不容易的，工期比较紧、建设标准也比较
高。但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全线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逐个攻破。”他说。

秦昊是郑渝高铁河南项目部的一名技术
员，他手里的一个安全帽上，签满了同事的名
字。虽然在施工过程中沿着线路走了很多
遍，但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列车上感受郑渝，

“非常平稳，说明我们的活干得不错。”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郑渝高铁郑州东站

至郑州南站区间，不仅承担着郑州、襄阳之间
的列车通行，同日开通的郑阜高铁列车也将
通过这一区间前往阜阳方向。③4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12月 1日，从事建材生意的平顶山市民
张真真又要去郑州见客户。与以往不同的
是，这次乘坐的是高铁。

“以前去郑州，坐火车得三四个小时，开
车走高速，也要 2个多小时。如今通了高铁，
50分钟就到了。等到 2022年郑渝铁路全线
贯通后，去重庆只需 3个多小时。”当天是郑
渝高铁郑襄段开通第一天，张真真和许多平
顶山市民一样，迫不及待想要体验一把“贴地
飞行”的感觉，更希望搭上“快车”把自己的业
务拓展到西南地区。

作为构成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一
撇”，郑渝高铁郑襄段的开通运营，结束了豫
西南不通高铁的历史。由此，平顶山被纳入
国家高速铁路网，500多万鹰城人民实现了
盼望已久的“高铁梦”。

据了解，郑渝高铁平顶山段全长67.17公
里，途经郏县、宝丰、鲁山 3县，在境内设有平
顶山西和郏县两座车站。

站在平顶山西站东广场上，远远望去，整
座站房如同展翅的雄鹰，简洁、舒展、大气。
站房内，8根十多米高的天青色、汝瓷开片纹

立柱清逸淡雅；二楼围挡下方的尧山风景瓷
画栩栩如生；“回”字浮雕上、铝板灯槽边，寓
意吉祥的凤鸟纹增加了厚重的文化气息。而
郏县高铁站的站房在形体上取“鼎”的神韵，
大厅上方“龙首凤尾”的石材浮雕与墙面祥云
相呼应，完美呈现出郏县积淀千年的龙凤文
化。

两个集地域文化与现代艺术于一体的地
标性建筑，让不少过往的旅客啧啧称赞。

“因为没有高铁，需要乘坐高铁的市民
不得不提前半天、甚至一天去郑州、许昌、
漯河等地乘车，出行极其不便。”平顶山市
铁路办有关负责人说，郑渝高铁建成后，极
大拉近了平顶山与华北地区、西南地区的
联系，加快平顶山融入中原城市群 1小时经
济圈，连接周边省会城市的 2 小时经济圈，
直达中部地区的 3小时经济圈，通达全国主
要大中城市的 8小时经济圈。

高铁改变的不仅是时空距离，更为区域
与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模式。

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
区位交通在中原经济区并不占优势。郑渝高
铁的建成，有助于平顶山构筑新的交通区位
优势，对推进平顶山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郑渝高铁线路和站址的建设布局，与平

顶山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高度契合。郑渝
高铁通车，所产生的巨大的‘人气’和‘汇聚’
效应，将促使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加速发展，改
变平顶山的‘经济版图’，催生新的经济增长
点，带动铁路沿线商贸、金融、房地产、餐饮、
旅游等行业发展。”平顶山市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说。

一边是熙熙攘攘的过往旅客，一边是热
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平顶山西站东广场的
南侧，一个集公交枢纽、长途客运、轻轨站等
为一体的交通综合体正在建设。

依托高铁“同城效应”，平顶山将打造平
顶山西站周边区域核心区，将其作为“鹰城门
户”，实现东西两区协同发展。据了解，西片
区为高铁枢纽与现代产业区，通过强化配套
服务、完善生态网络、融合民俗文化，构建产
城一体的近铁功能区；东片区为文旅医养与
科教创新区，重点建设文化旅游中心、现代职
教园、健康医养中心、创新创业园、高端制造
园等项目，实现产城融合，带动市域各县一体
化协同发展。

“借助高铁‘通道效应’，我们希望能改善
平顶山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带动
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平顶山产业转型升
级。”平顶山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③4

没有高铁，城镇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12月 1日，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开通运

营，我省周口、南阳、平顶山三地“齐步”跨入高铁时代，一个以郑州为中心的2小时高铁经济圈初具雏形。

在周口，首趟始发到达郑州东站的G6626列车，呼啸而过。老百姓骄傲地说：“如今高铁、机场和港口，家门口咱都有了。”在南阳，镇平县黑虎

庙小学校长张玉滚拉着孩子的小手在高铁站候车厅激动地说：“世界那么大，我想领着山里的孩子们多出去走走看看。”在平顶山，高铁西站东广场站

房楼如雄鹰展翅般恢宏、大气，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一撇”写成。在商丘，京港高铁商合段的开通，为打造河南融入长三角的“桥头堡”添足动力。在

许昌，前往华东、西南地区的“高速之门”被打开。

三条高铁同时开通在全国高铁通车史上尚属首次，标志着我省米字形高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这意味着整个河南将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审

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成倍增长带来的共赢空间。放眼中原大地，一列列飞驰的列车，穿越山川河流，串起城市乡村，满载中原更加出彩的梦

想一路奔腾向前！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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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京港高铁商合段的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大
好事，我们的客户基本都在宁波、杭州，原来，他们大
多数是乘飞机到郑州，我要从商丘开车去郑州接，费
时费力。如今，他们可以直接坐高铁到商丘。便捷
的交通将大大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12月1日，河
南江华工量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胜喜高兴地说。

王胜喜的企业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距商丘东站约 10公里。该公司的产品 80%以上
出口，需要经过宁波港和上海港，很多客户在宁波
和杭州设有办事处。京港高铁商合段的开通，让
这些客户也高兴不已。

京港高铁商合段的开通为沿线群众和企业带
来了便利，也加速了商丘发展枢纽经济、融入长三
角地区的步伐。

商丘是我省省辖市中距出海口最近的城市，

是国务院确定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中的重要节
点城市，也是全国 66个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之
一。《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将商丘确定
为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也是河南
省确定的三大枢纽城市之一。2017年 8月，商丘
发布全国首个经政府批准的枢纽经济发展规划，
确定了围绕大交通构建大枢纽、围绕大枢纽布局
大物流、围绕大物流发展大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以枢纽经济引领全市
经济发展的战略。

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传化公路港等一大批
商贸物流企业已在商丘“开花结果”，变“交通枢
纽”为“经济枢纽”，商丘经济跨越发展。

“此次京港高铁商合段的开通，为我们建设枢
纽经济增添了新的动力。如果说郑徐高铁打通了商
丘市与东西方的连接通道，是商丘市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途径；那么，商合杭高铁则打通了商
丘市与长三角地区的来往大通道，是商丘市承接长

三角地区产业转移、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途
径。”商丘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朱向东说。

据悉，商丘市委、市政府提出将商丘打造成河
南融入长三角的“桥头堡”、提升全省竞争力的支
撑点，并于今年 10月，与长三角地区侨商客商举
行了交流对接暨项目签约活动。商合杭高铁连通
中原经济区和长三角区域，将成为中原城市群和
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合作的重要纽带，而商丘市又
是商合杭高铁的起点城市，必将在两大城市群区
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京港高铁商合段的开通运营，既密切了
豫皖两省间的联系，对助力豫东、皖北地区脱贫
攻坚，推动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又可以加强商丘与长三角地区的经
济合作，为商丘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产业转移，加快产业集聚区、商务
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③8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从 7 年前位于京广高铁的许昌东站建成投
用，到如今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开通、4座
新的高铁站投入运行——许昌，驶上了疾驰向前
的新轨道。

许昌的发展，因高铁而提速；许昌人的生
活，因轨道而改变；城市的未来，因立体交通更
美好。

许昌地处“中原之中”，区位交通优势是许昌
的显著优势。如今，在新开通高铁的助力下，许昌
打开了前往华东、西南地区的“高速之门”。

早在2012年，位于许昌市区的首个高铁站许
昌东站落成，如今日发送旅客6500多人。随着京
广高铁逐步全线贯通，许昌东站还陆续开行了进
京始发车、赴上海始发车，许昌“走出去”“引进来”
的旅途更加便利。

与“点对点”的高铁相辅相成的，是总投资
106亿元的郑许市域铁路。它是郑许一体化的先
导工程，建成后采用公交化运营方式，衔接新郑机
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贯穿中原城市群

郑州—许昌产业带的核心区域。许昌进一步缩短
了与周边城市的距离。

“一座城，3条线，5个高铁站，在全国同类城
市中都属少见！”许昌市发改委主任彭占亭介绍，
许昌现有包括 3 条高铁在内的 5 条铁路穿境而
过，5条高速公路畅通无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首
个异地候机楼运行良好，还有轮廓初现的郑许市
域铁路，一个集航空、高铁、高速公路、市域铁路等
于一体的“零距离”换乘和现代立体交通体系，让
郑许两地无缝对接。

“许昌的立体交通，缩短的不仅是空间距离，
还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汇集，带动郑许一
体化的深度推进。”许昌学院商学院副教授海泳如
是说。

借助这个便捷的交通网络，早晨在鄢陵采摘
的鲜切花，在郑州航空港起飞，当天就能进入日
本、韩国的消费市场；许昌的假发，经由高铁发往
国内各大城市……

12月 1日，在位于许港产业带的河南德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3条镁合金轮毂生产线开足马
力生产，今年以来企业已出口德国 2万只镁合金

轮毂，全部是为大众高尔夫GTI等德系中高档汽
车量身定制的。“项目能在这里落地，就在于许昌
的立体交通优势和上下游完善的产业链。”德威股
份董事长孙中垚说。

如今，许港产业带已集聚了高端装备制造等
百亿元“体量”的产业6个，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产业带。今年以来，许昌先
后有三批 153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逾千
亿元，其中 60%以上的产业项目落户许港产业
带。

未来，郑州、许昌两城不再是孤立的“两点”，
而是以交通为轴，带动沿线产业带的集聚融合、错
位发展，带动沿线人口、信息、资源的快速融通，实
现郑许一体化的深度融合。

对于许昌旅游业来说，立体交通尤其是高铁
网络的发展将带来新的机遇。三国名城许昌的曹
魏文化历史悠久，许昌神州旅行社总经理耿晓东
对此满怀憧憬：“将有更多的高铁沿线居民来许昌
休闲游玩，许昌旅游产业将迎来新的春天。”

高速铁轨上的许昌正恣意奔跑，立体交通网
络正编织着许昌的美好未来。③4

打造河南融入长三角的“桥头堡”

立体交通编织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世界那么大，我想领着山里的孩子们多出去走走看看。”12月
1日上午，郑渝高铁南阳东站二楼候车厅内，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
小学校长张玉滚领着两名学生正准备乘车前往郑州。他一手牵着
一名孩子，步履匆匆：“高铁开通了，南阳和外界交流更加方便了，我
今天先领两个孩子到郑州去。世界那么大，我想领他们去看看。希
望更多的学生长大后能够坐着高铁走遍全国，建设我们的国家。”

为了准备这次旅行，11月 30日，张玉滚就领着黑虎庙小学的十
余名师生来到了南阳。12月 1日一大早，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这
些山里娃娃来到站前广场、候车大厅里体验尝鲜，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不过最终能跟着张玉滚登上高铁的只有两名幸运儿。其中之一
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梦霞说，她的爸爸在广东打工，回家要坐一两
天的火车、汽车，有时候一年才能回家一次，“现在有了高铁，
我想爸爸了就坐上高铁去看他。”

“这次我想带着孩子们去看看郑州的二七广场、郑东新
区，让他们增长一下见识。”张玉滚说，随着国家交通建
设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从小山村走向
大世界，孩子们的舞台会越来越广阔。”③8

□本报记者 赵春喜

天气虽寒，却驱不走人们脸上的笑意。
12月 1日，天还未放亮，薄雾笼罩中的郑阜高

铁周口东站已是人流涌动。新建成的周口东站正
式“开门迎宾”。

这天，周口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迈入盼望
多年的“高铁时代”。

远远地，灯光闪烁，寓意“三水汇周口，千帆兴
陈州”的站房巍然挺立，红彤彤的“周”字篆体书法
雕塑喜庆热烈。

循着图示，步入站房。工作人员笑意盈盈，志
愿者从旁引导，取票、安检、进站、候车，井然有
序。候车大厅内，《道德经》《伏羲迹象》浮雕前，不
少人凝神观看。

人群中，市民吴丽霞与上三年级的儿子低语
着。孩子好奇地瞅着周围，不时拿着妈妈的手机
拍摄。

“今天恰好是周末，带孩子来体验一下，也让
孩子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母子二人乘坐的是

G6626列车，8：00发车，这是周口东站始发的首
趟列车。

这些日子，吴丽霞一直关注着郑阜高铁通车
的消息。11月 29日中午刚开始售票，吴丽霞便
上网“抢”了两张。

和吴丽霞一样，张燕燕也是一大早就带着上
幼儿园的女儿赶来。

“顺便送孩子的姑姑回郑州，孩子也想去找她
表姐玩。上午过去，下午回来，明天上班上学都不
耽误。”张燕燕笑着说，以后去郑州再不用跑到漯
河坐高铁了。

“早出晚归的‘双城记’也不是不可能。”对于
郑阜高铁的开通，家在郑州、身在周口的赵先生也
有自己的“规划”。

由于工作关系，赵先生每周往返于周口、郑州
之间，不是乘大巴，就是经漯河坐高铁中转，一来
一去一整天，时间、精力都耗在路上了。“这下好
了，可以考虑早上离家、晚上回家，工作、家庭两不
误。”赵先生风趣地说。

高铁，拉近了时空距离，让周口人出行之

路更加顺畅，不光北上更方便了，南下也更便捷
了。

候车大厅里，吴女士一边逗着两岁多的女儿
玩，一边留意着电子屏幕上的发车信息。孩子想
念在安徽的姥姥了，她们要搭乘高铁去合肥。“以
前交通不方便，以后随时都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姥
姥了。”吴女士眼圈微微泛红。

“快递小哥”小宁则是一脸兴奋。小宁在上海
打工，这次回乡探亲后，又将远行。“以前回家十三
四个小时的旅途，现在只要五六个小时，看爸妈方
便多了。”玩着抖音直播，小宁对记者说。

随着广播里的通知，乘坐G6626列车的乘客
开始检票了。

穿过天桥来到站台，“和谐号”列车静静停放，
迎候来自周口东站的首批客人。借着发车前的空
当，人们纷纷拍照留念，兴奋写在每个人脸上。

“高铁、机场和港口，周口一个都不少，家门口
咱都有！”车厢内，有乘客打趣说。

8：00，随着一声哨响，列车徐徐启动，满载希
望疾驰向北……③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司马连竹）郑渝高铁，在河南米字形快
速铁路网中只是左下的“一撇”，对南阳来说
却是大写的“第一”。12月 1日，郑渝铁路郑
襄段开通运营，沿线方城站、南阳东站和邓州
东站投入使用，南阳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记者从南阳车务段获悉，当日南阳东站共开
行、经行35个班次，发送旅客5.9万人次。

上午 8 点，南阳东站内外，已经有许多
前来体验的南阳市民。在站前广场上，国
网南阳供电公司志愿服务队的张楠，忙着
引导旅客前往进站口乘车。“今天的气氛就
像过节一样！”张楠说，一大早就有旅客进
站乘车，还有携家带口前来参观的市民，

“看到这么漂亮的高铁站，作为南阳人，都
很自豪！”

自此，作为我省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和全
国“八横八纵”主通道建设西南通道的重要节
点，南阳与北京、上海、郑州、武汉等地的时空

距离大为缩短，“同城生活”触手可及。
“从前出行是牛车、自行车，后来是摩托

车、电车、公共汽车、火车，现在是高铁，国家
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家住南阳市区的 90
岁老人高秀玲说。上午11点 16分，乘坐高铁
回家的高秀玲一出站，接站的重孙女就给她
送上了一束鲜花，老人也乐开了花：“一个月
前我住到在郑州的大女儿家里，就等着今天
坐高铁回南阳，孩子们还给我订了商务座，这
生活越过越美了。”

晚上7点44分，南阳东站华灯初上，站房
内外灯火通明。“晚上的高铁站更加壮观！”乘
坐G7975次列车到站的南阳市民李英强一走
下列车，就拿出摄影器材拍摄起来。他告诉
记者，以前在郑州南阳两地往返，驾车单程出
行时间都在 5个小时以上，如今乘坐高铁只
需 80 分钟就能到达。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8
点，这是南阳高铁首日的高光“十二小时”。

到郑州 1小时、到重庆 3小时、到北京 4

小时，自此以后，作为豫西南面积最大、人口
最多的地市级，南阳“北联京郑、南接襄汉”的
交通枢纽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于 1200万南阳
人来说意义不同寻常，这是新时代开启南阳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信号。南阳市发
展改革委负责人乔长恩表示，经过 3年规划、
3年建设，高铁开行为南阳补齐短板，构建完
善现代交通综合体系、提速建设较强吸纳集
纳能力和重要影响力大城市提供了“加速度”。

时空距离的拉近，还将重构城市建设和
产业发展格局。在南阳东站的规划中，预留
了中铁物流通道、城市轨道交通接入功能，而
高铁片区与南阳中心城区连接线、东环路等，
使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据了解，南阳围绕
高铁站建设的高铁片区正逐步从蓝图变为现
实，在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建设高铁物
流园区、金融商贸街区、文化和特色产业园区
等项目。③8

高铁开通首日的“十二小时” “高铁、机场和港口，家门口咱都有”

高铁参建者“尝鲜”首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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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滚（左七）和孩子们在南阳东站留影纪念。⑨3 曾倩 摄

12月 1日，G4051列车上的特色表演吸引了众多乘
客。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月 1日，广大高铁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保证了
3条高铁线顺利开通。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月 1日，平顶山西站，安保人员为郑渝高铁的
顺利开通保驾护航。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月 1日，乘客准备
搭乘郑渝高铁出行。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月 1日，参建单位工人代表体验首发
列车。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2月 1日，结伴出行的乘客拍照留念，纪念自己乘
坐周口首班高铁的时刻。⑨3 王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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