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0年 12月31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赵文心 胡舒彤 美编 党瑶

谱写融合发展新篇章

济源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唯一在全域
范围规划建设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乡一体、
融合发展已成为济源最富特色的品牌，推动了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朴
素话语,折射出基础设施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意义。

济源深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城
乡建设“一体扩容”，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
板，惠泽更多农村群众。

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2009
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镇镇通高速公路、组组通硬
化路、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通自来水，目前建制
村通客车比例、物流网络覆盖率均达100%，基本
实现“镇镇通”天然气。

围绕完善城镇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
推动小城镇和中心城区协调联动。11个镇区全
面实现集中供水，集中供水覆盖率达 100％；实
施“气化济源”建设工程，所有平原镇已实现集中

供气。承留镇等 3个镇被评为全国重点镇，思礼
镇等4个镇被评为国家园林城镇，在全省率先实
现“全域园林城镇”。

济源还抓住产业这个关键，引导城市企业的
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工业与农业
融合、企业与农民携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
实施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都市观光农业和“互
联网+”等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实现农业与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在产业发展水平上的
差距。

济源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先后获批国家级出
口蔬菜种子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市等，蔬菜制种面积达3.5万亩，市
级重点龙头企业达47家、省级11家，农业现代化
实现程度达82%，居全省前列。

2019 年 ，济 源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63.61%，居全省第 2位，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达
80％以上。2020年城镇化率预计达到 65%，较

“十二五”末提高近7个百分点，位居全省前列。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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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篇

“十三五”期间，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

的济源，又一次担负起重要探索使命，也迎来

发展的重要机遇。

2017年 3月，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获批，成为全国唯一在全域建设的国家产城融

合示范区。

2019年 8月 31日，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

正式挂牌运行，肩负起为全国同类中小城市产

城融合发展“探路”的重任。

济源按照工业强区、旅游富民、产城融合、

城乡一体的总体思路，把产城融合作为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把城乡融合、

济洛融合作为两翼和支撑，围绕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

化，统筹人、产、城三大要素，推动生产、生活、

生态和谐共赢，积极探索全域统筹推进产城融

合的有效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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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济源至洛阳西高速建成通车，
标志着洛阳、济源的双城融合又迈出了坚实一
步。

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新时代济源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济源、洛阳两地地域相连、产业互
补、资源共享，既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又有充分
的合作空间。

推动济洛深度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以及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符合经济发
展规律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济源高度重视推
动济洛深度融合发展，主动对接、积极融入，先
后在“十三五”规划、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
等重大规划编制中进行重点谋划，在多个领域
与洛阳深度对接，不断在规划布局、交通互联、
产业协作、生态共建等领域寻求突破。

今年 9月，洛阳—济源签署深度融合发展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两地交通体系共联、产业项
目共建、文旅合作共融、公共服务共享、生态环
境共保、突发事件共防等 6个方面，明确了 33条
具体措施，将进一步加快洛济深度融合发展，加
强交通深度对接支撑洛阳都市圈发展，促进洛
济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共建共享
优势资源，支撑区域经济转型，为加快洛阳中原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在交通互联上，除了原有的 G208、二
广高速、济洛西高速，济洛快速通道也正在谋划
推进，济源至新安高速明年上半年开工，黄河小

浪底港航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明年动工，呼南高
铁豫西通道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产业协作上，充分发挥洛阳石化产业优
势，两地合作在济源建设的石化产业园已经初
具规模，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济洛高端石化产业
带规划建设；另外，围绕产业调整、转型升级，双
方携手打造了新型钢铁材料—钢产品深加工—
装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两地大企业也正开展
密切协作，产业协同发展层次不断提升。

在文旅融合上，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济源、洛阳年票实现统一，只花 60元即可
畅游两地 42 个主要景区，形成了“王屋山—小
浪底—龙门石窟”“王屋山—黄河三峡—黛眉
山”等精品旅游线路和“赏洛阳牡丹、泡济源温
泉、戏五龙猕猴”“参佛白马寺、问道王屋山”等
特色旅游项目，对外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生态环境上，围绕黄河生态资源共同开
展治理保护，合力推进环库旅游公路项目，共建
小浪底生态区，打造沿黄健康养生发展带。

在创新开放上，对接河南自贸试验区和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济洛联动发展
区，积极争取相关试点示范和政策支持。

随着一项项举措的落实，济洛深度融合发
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正在逐步显现。

回眸过往，愚公后人勇于探索、先行先试，
不断创造出让人赞叹的经验成就。今天，这里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咬定目标、苦
干实干，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愚公移山精神，
统筹推进产城融合、城乡融合、济洛融合，必将
在新时代续写更多愚公移山新传奇。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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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无产不兴，产无城不立。
济源致力于让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与时代发展相

适应，城市建设水平与产业发展、经济能级和人口规
模相匹配，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促城、
以城兴产，努力实现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
合，不断提升产城融合的效益和工作水平。

“过去，企业离居民住的地方近，车间一生产，气
味很呛人……”近日，济水街道西关居委会的张开旺
大爷对记者说，现在大变样了，企业搬出城，花草树木
多了，公园广场多了，人也活得越来越精神啦！

作为以“五小工业”起家的老牌工业城市，济源
在加快产城融合的进程中，把推进工业生产集约高
效、优化城市产业布局作为重点功课，确立了“一核
两带多点”的空间发展格局。

构建一个核心。济源中心城区与虎岭高新区、
玉川产业集聚区联动互动发展，协同推进城镇产业
发展、人口集聚和功能完善，构建产城融合发展核心
功能区。

打造两条发展带。济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优势，打造沿南太行生态旅游发展带、沿黄河
小浪底北岸健康养生发展带。

多点共同发力。在核心区外建设若干特色小
（城）镇、田园综合体和美丽乡村。

同时，济源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
方向，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以旅游业引领服务业发
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做优“老字号”。聚焦主导产业，加快优势骨干
企业向管理智能化、生产绿色化、装备大型化、产品
高端化、治理结构现代化方向转型升级，全力支持骨
干企业做优做强，推动企业向质量更好、效益更高、
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方向发展。

做强“原字号”。围绕原材料不断拉长产业链，加
快延链补链，使原材料向新型工业材料转化、向新型配
件配套设备转化、向高端产品发展。

培育“新字号”，着力培育新能源、电子信息、节
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打造了清水源等一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擦亮济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这张

“金字招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
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济源深入实施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着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进一步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大量农村人
口、外来人口转移集聚，吸引越来越多的高层次创新
人才到济源安家落户。

抓住小浪底北岸灌区通水的机遇，引水入城、打
造水系，河湖水系连通、河道生态治理、堤岸美化亮
化工程全面铺开，中心城区清水长流的景象逐步呈
现；世纪广场完成改造提升，古轵公园、蟒河公园、牡
丹园、济上园全面开放，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谋
划实施了一批市政设施、信息网络、老旧小区改造、
城市综合体项目，城市变得更有色彩、更有温度、更
有内涵、更有活力。

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谋划推进沪郑银
高速铁路、太行山高速公路、沿黄高速公路等重点项
目，推动济源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省和全国发展的大
格局；今年以来重点谋划了产业转型十大工程、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十大工程，“双十”工程的加快推进，
对济源加快推进产城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9年，济源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3.61%，居全省第2位

●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达 80％以上

●2020年城镇化率预计达到 65%

较较““十二五十二五””末提高近末提高近 77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位居全省前列位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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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唯一在全域
范围规划建设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乡一体、
融合发展已成为济源最富特色的品牌，推动了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朴
素话语,折射出基础设施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意义。

济源深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城
乡建设“一体扩容”，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
板，惠泽更多农村群众。

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2009
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镇镇通高速公路、组组通硬
化路、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通自来水，目前建制
村通客车比例、物流网络覆盖率均达100%，基本
实现“镇镇通”天然气。

围绕完善城镇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
推动小城镇和中心城区协调联动。11个镇区全
面实现集中供水，集中供水覆盖率达 100％；实
施“气化济源”建设工程，所有平原镇已实现集中

供气。承留镇等 3个镇被评为全国重点镇，思礼
镇等4个镇被评为国家园林城镇，在全省率先实
现“全域园林城镇”。

济源还抓住产业这个关键，引导城市企业的
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工业与农业
融合、企业与农民携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
实施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都市观光农业和“互
联网+”等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实现农业与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在产业发展水平上的
差距。

济源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先后获批国家级出
口蔬菜种子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市等，蔬菜制种面积达3.5万亩，市
级重点龙头企业达47家、省级11家，农业现代化
实现程度达82%，居全省前列。

2019 年 ，济 源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63.61%，居全省第 2位，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达
80％以上。2020年城镇化率预计达到 65%，较

“十二五”末提高近7个百分点，位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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