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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美好生活打开美好生活新空间新空间
“雄鹰展翅”的高铁站、烟波浩渺的白龟湖、华灯璀璨的怡购城、人潮熙攘的万达广

场……今日的鹰城大地，一座座“新地标”的落地与完工，增添了人们生活消费的去处和

选择，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模式和习惯，打开了美好生活的新空间，成为撬动经济的新引

擎。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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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8月 10日一大早，宝丰市民张贵便
赶到平顶山西站，满怀期待，准备开启重
庆之旅。

随着郑渝高铁全线贯通，天堑变通
途，山城重庆成了许多市民的旅行选
择。“高铁开通后到重庆也就 4个半小
时，早起8点多出发，还能赶上中午吃火
锅哩！”张贵开心地说。

平顶山市春秋时为应国，以鹰为图
腾，故又称鹰城。“高 23米的站房以‘应
国古都、千年鹰城’为主题，通过建筑语
言将‘玉鹰’形象符号化，简洁、舒展、大
气。”平顶山郑渝高铁（宝丰）商务区党
工委书记潘延杰说，“雄鹰展翅”的造型
既强化了城市文化品牌，也契合了新时
代火车站快速、高效的形象要求。

郑渝高铁平顶山西站的设立，让该
市融入了全国“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

不仅大大方便了群众出行，而且能加快
资源要素流动，推动交通区位优势向枢
纽经济优势转变。

郑渝高铁平顶山西站客运值班员车
梦梦说，高铁贯通后，该站日常发送和到
达旅客均突破2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
超过3000人次。

32岁的车梦梦业余时间喜欢拍视
频，平顶山西站是她的创作阵地和主要
创作元素。车梦梦介绍，大厅内有 8根
高 5米、直径 1.8米的汝瓷冰裂纹立柱，
纯净的天青色让人惊叹。“雨过天青云破
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清逸淡雅，与尧
山画卷相映成趣，成就“一卷八柱”之美，
是游客们拍照的必选。

“我的家乡平顶山，坐落在那豫西
南；应国墓地出玉鹰，辉煌历史显人前；
1957建市来，飞速发展换新颜……”在
车梦梦这条收获500多万点击量的视频
里，平顶山“雄鹰展翅”的崭新形象，随
着疾驰的列车声名远扬。③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8 月 10 日，尽管不是周末和
节假日，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的
万达广场里，依然人气十足、热闹
非凡。曾经的老棉纺厂，如今是
平顶山重要商业综合体之一，成
了购物消费的新坐标。

2015年年初，卫东区迎合时
代需求，发挥土地最大效益，创新
引来万达广场项目。项目占地面
积 46000 多平方米，2016 年 3 月
开工建设，2017年 9月竣工，同年
11月开业。平顶山万达广场也成
为省内开业的第8座万达广场。

卫东区商务局局长张军辉回
忆，开业当日客流量近 30 万人
次，当日销售额突破 2100 万元，
在同期开业的三家广场中排名第
一；开业三天总客流达73万人次，
销售额突破 5100万元，创造了河
南开店的新纪录。

记者随张军辉走访了广场内
部，只见超市、电器卖场、儿童娱
乐、电玩竞技、国际影城、时尚健
身、特色餐饮等一应俱全。据介
绍，目前商场拥有9大主力店和国
内外知名品牌 255 个，极大满足

了消费者的多样需求，成为平顶
山市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军之
一。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平顶山
市卫东区以派驻首席服务员、开
展防疫知识培训和免费制作标识
等行动，助力商贸类企业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营活动。其中，平
顶山万达广场为 265家商户累计

减免租金 1213.6 万元，为平顶山
的经济复苏做出了表率。

目前，平顶山万达广场已成
功申报省级平安商场和第四批河
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每逢夜幕
降临，广场门前响起动感音乐，忙
碌一天的市民们相聚这里，休闲、
消费、娱乐，在蓝色灯光的映衬
下，城市更显生机与活力。③7

高铁畅行“雄鹰展翅”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8月 13日傍晚，平顶山市白龟湖国
家湿地公园里，伴随着动感欢快的音
乐，上百名身着统一服装的健身爱好
者，动作整齐划一，铿锵有力地沿着湖
畔健步走。旁边不时有相约而至的好
友路过，一边惬意地聊着天，一边欣赏
四周美景。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白龟湖
北岸，曾是一片滩地，杂草丛生，人迹罕
至。彼时，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正在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缺
少休闲场所。于是，建设湿地公园便被
提上日程。

据介绍，公园自 2011年开建，规划
区面积 6.73 平方公里，其中湿地面积
4.97平方公里，是中原地区淡水自然湖
泊湿地的典型和代表，2019年创建为国
家4A级景区。

湿地公园按照自然、人文单元完整
性的原则，分为生态保育区、科普宣教
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其中生

态保育区位于公园的西部和南部，面积
346.30公顷，占总规划面积的57.6%。

而在公园北部湖滨地带，水域广
阔，动植物资源丰富，是进行湿地动植
物科普和湿地生态展示的理想场所。
每年冬天，几千只红嘴鸥远道而来，在
水面上飞舞嬉戏，成了当地一大景观。
目前，湿地公园内有各类管束植物 420
余种，各类动物 260余种。对平顶山市
市民来说，这里是弥足珍贵的“城市之
肺”。

如果说滨水风光是大自然的馈赠，
那么人文景观则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尤其是 13个城市游园星罗棋布，45万
余株各色月季、64种荷花和各类观赏花
木芬芳吐艳，绘就了北国江南、一步一
景的公园城市独特风貌。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是平顶山市生
态转型的典范。近年来，该市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好绿
屏障、做活水文章、治理塌陷地，让绿色
成为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使“水绿交融
生态美”成为鹰城亮丽名片，一座绿色城
市、水韵城市正在冉冉而至。③7

白龟湖畔游人醉

万达广场人气旺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超越

“现在这附近的餐饮店越来
越多了，整体的氛围感也很好，消
费不贵，有很多品类可以选择，吃
饭、购物、娱乐……在这里都可以
满足，是我们朋友聚会的首选之
地。”8月 7日晚，记者走进位于平
顶山市新华区特色商业区怡购城
附近的春社烤肉店，市民王先生
正在与朋友一起周末小聚。

东临鹰城文化广场、西接白鹭
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南依湛河的新
华区特色商业区，近年来已经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生活的主要“打卡”地。

过去这里曾是采煤后的沉陷

区。“变包袱为资源”“变废地为宝
地”，能满足不同品类业态的商业综
合体拔地而起，并于2011年年初入
选我省首批7个特色商业区。为提
升配套服务，平顶山新华区投资2亿
多元，完善了特色商业区内及周边的
水、电、暖、气等设施，同时该市建成
了集生态与景观为一体的白鹭洲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与其融为一体。
2019年，新华区特色商业区成功晋
级为全省三星级服务业“两区”。

享受夜生活，已逐渐成为人们
生活常态。近年来，特色商业区除
了传统的夜品、夜购领域，不断加码
夜游、夜赏、夜健等领域，逐步扩展
夜间消费“宽度”。在特色商业区
内，超市、商场、餐饮、娱乐场所等都

进一步尝试晚间营业模式，夜间消
费“长度”不断延长。

独特的风格，深受人们的热捧。
截至2022年6月，特色商业区今年已
完成主营收入 30亿元，实现税收
8000万元。同时，新增从业人员
5548人，共入驻商业企业和商户
1890家，带动就业2.5万余人。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双赢”。

从灯火寥落到华灯璀璨，如
今，走进平顶山新华区特色商业
区，一种浓郁的文艺气息扑面而
来，各类美食、小吃琳琅满目，时尚
潮流搭配曲艺、杂技、音乐等一批
具有地方风情特色的系列品牌文
化活动吸引了众多前来“逛、玩、
游、赏、购”的市民。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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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郑渝高铁平顶山西站。⑨4

图③ 新华区特色商务区怡购城。⑨4

图④ 平顶山万达广场。⑨4

图②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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