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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尼龙城强势崛起，“中原煤仓”向中国新材料基地华丽转变；沙河港整装待发，即

将通江达海，“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形成；鹰城大道横贯东西，城区再添“大动

脉”；1号公路穿山越岭，让小山村纷纷“出圈”……地图新坐标折射出时代大变迁，平顶山

克服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交通短板，正逐渐向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转变。③4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赵贝贝

打开手机导航APP，在沙河复航平顶
山港南侧，有一处新坐标分外引人注目——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这里是中国尼
龙城的核心区。近年来，平顶山市依托产
业基础，与中国平煤神马政企合作，推动煤
焦产业与尼龙产业纵向闭合，按照“一核两
翼”的布局打造中国尼龙城。

十年弹指一挥间。从 2012年第一家
企业入驻开发区，这片昔日的荒草地便开
始加速蝶变，如今已建成区面积达9.5平方
公里，入驻企业75家。

变化的不仅是建筑和路网，更是产业体
系的逐渐成熟。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以
项目为抓手，不断延链补链强链，目前已形成
了涵盖尼龙原材料、中间体到深加工制品的
全产业链。

在位于核心区的中国平煤神马尼龙科
技有限公司，高耸的反应塔源源不断地把
氢气和苯转化为己二酸，继而运输到附近
的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在智
能化设备中聚合成尼龙 66，经过拉丝、捻
线、纺布、浸胶，变成一卷卷工业丝帘子布，
随后销往世界各地。

同样在尼龙科技，己内酰胺溶液顺着
1.5公里的管道，流进平顶山三梭尼龙发展
有限公司，转变成年产量7万吨的尼龙6切

片；切片又直供给相距 500米的河南神马
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变成尼龙6民用丝；这
些民用丝运到不远处的浙江锦华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用以生产高档锦纶面料，从而
实现了己内酰胺—尼龙6切片—民用丝—
锦纶面料的全产业链发展。

尼龙66是尼龙6的“孪生兄弟”，前者
多应用于工业，从小型轿车的安全气囊，到
大型工程车的巨型轮胎，再到高铁轨距挡
板，甚至是舰载战斗机的轮胎，都能找到它
的身影；后者更注重民用，防护服、高档内
衣、冲锋衣等都是其下游产品。

如今的中国尼龙城，掌握着全球最先
进的尼龙66聚合生产技术，尼龙66盐、尼
龙 66切片产能亚洲第一。随着尼龙 6产
业链的贯通，中国尼龙城呈现出两大主导
产品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一项项创新突破，一个个企业投产，为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的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中国尼龙城更是强势崛起，加快形
成“一核两翼”发展格局：在核心区建设上游
原料基地；以平顶山高新区和叶县产业集聚
区为“两翼”，分别建设下游深加工基地。

去年，中国尼龙城营业收入突破 800
亿元。其中，核心区营业收入突破 300亿
元，同比增长 35.9%；利润总额 42.7亿元，
同比增长 25倍，税收达 3.7亿元。计划在

“十四五”末，中国尼龙城营业收入突破
2000亿元，核心区营收突破1000亿元，成
为引领平顶山市快速发展的新地标。③4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初秋时节，站在平顶山市沙河大桥上
远眺，沙河复航工程平顶山港壮观大气。“港
区装卸平台、堆场、泊位、航道等已具备通航
条件，即将通江达海。”平顶山市启航运输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苗旺兴奋地说。

沙河发源于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在
周口市与颍河、贾鲁河交汇后称沙颍河，
是淮河的最大支流。沙颍河自古通航，在
我国内河航运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平顶山市沙河航运一度十分兴盛。
苗旺告诉记者，随着 20世纪 50年代沙颍
河航运停止，沙河航运淡出人们的视野。
开港通航后，该市沙河段将再现昔日航运
盛景，也将实现鹰城人民期盼已久的“通
江达海”梦。

沙河复航工程平顶山段航道全长
24.5公里，航道宽50米，最小设计水深2.3
米，属四级航道，设计最大通行船舶为
500 吨级，以沙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港
区，共11个泊位，年吞吐能力428万吨。

不沿江、不靠海，却可以通江达海。届
时，货船从平顶山港出发，沿沙河依次经漯
河港、周口港，沿淮河而下，既可进入京杭大

运河，到达连云港、济宁港等入海；也可进入
长江航道，进而抵达南京、上海等地。

不仅如此，水运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据测算，平顶山港投运后，大宗货物每吨
公里水运价格0.08元左右，而铁路和公路
运输，每吨公里运输价格则分别为 0.2元
和 0.4元左右。水运优势也让平顶山港吸
引了大型企业前来洽谈业务。

碧波荡漾的沙河岸边，该市依托港区
货运码头规划建设的临港物流产业园、冷
链物流基地等项目，将有效提升平顶山港
的辐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尼龙城
通往港区的煤炭铁路专用线也在规划中，
未来将实现水铁联运的无缝衔接。

“沙河复航工程是平顶山市的第一个
大型航运工程，不仅可以节省运输成本、缓
解运输压力、减少碳排放，还增强了城市的
区位优势。”苗旺说，与通车的郑渝高铁、开
工建设的呼南高铁平顶山段、平漯周高铁
及有序推进的鲁山机场等一道，沙河复航
将加快完善该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静待秋风起，扬帆入江海。随着平顶
山港即将通航，该市尼龙新材料、煤炭、建
材和粮食等货物，以及省内外的原料和消
费品将通过水运实现通江达海。③4

沙河复航 通江达海

中国尼龙城强势崛起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焦萌 姬冠鹏

岩壁水滑酣畅淋漓，七彩沙
滑自由自在，水上栈道步步惊心，
林中探险妙趣横生……8 月 10
日，叶县保安镇马头山风景区格
外热闹：沿着宽阔的 1号公路，一
辆辆自驾车鱼贯而来。

1号公路位于叶县南部山区，
穿过辛店镇、保安镇、夏李乡、常村
镇等4个南部山区乡镇、45个建制
村，全长94公里，总投资11.1亿元，
是该县目前投资最大的地方公路。

沿线 4个乡镇面积占全县总
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境内有望夫
石山、老青山和燕山水库、石门水
库等数十座中小型水库，景色优
美。但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许多
群众甚至没去过县城，虽然之前

也尝试发展特色种植和乡村旅
游，但由于销售和人气受制约，一
直不温不火。

要想富，先修路。2019年，该
县把脱贫攻坚与发展乡村旅游有
机结合起来，采用 PPP 模式开发
建设1号公路。公路本着“近村不
入村、近景不入景”的原则，穿梭
在没有路的山间沟壑，银线穿珍
珠般把深藏山中的景点有机串联
起来，辐射带动周边118个建制村
14.3万余人。

杨令庄村就是因修路发生了变
化。在1号公路的加持下，杨令庄
村通过招商引资，控股建成了马头
山乐园项目，目前小吃一条街和民
宿项目正在有序建设。

马头山乐园生意兴隆，村民
吴浩成了专职司机，负责接驳游
客。“一到周末或节假日，两辆电
瓶车趟趟满员。一个月能挣两三

千块钱，还能照看老人和孩子。”
吴浩说。杨令庄村里有七八家农
家乐，院落里经常停满车辆，周末
吃饭得提前预订。

1号公路几乎与蜿蜒的楚长城
平行、与红二十五军当年的长征路
线重合。楚长城被称作“长城之
父”，在叶县山区蜿蜒60公里，人工
墙体、关隘、城址、烽火台、兵营遗
址、古道及自然山险等长城要素最
为齐全，得益于1号公路，这里也成
了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

一路畅通，向美而行。如今，
辛店镇桐树庄村、常派庄村和保
安镇杨令庄村相继被省文旅厅评
定为“乡村旅游特色村”；保安镇
豫晨庄园被评定为省级休闲观光
园区；马头山风景区成功创建为
国家3A级旅游景区……依托1号
公路，叶县南部山区乡村游正逐
渐“出圈”。③4

银线穿珍珠 山村变景区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8月 10日，记者登上平顶山山
顶部，俯瞰鹰城大道，宛若一条彩
带横贯东西，装扮着北部城区。道
路上，车辆川流不息、疾驰而过。

平顶山市南水北山的地理位
置，造就了东西狭长的发展格局，
但仅有一条贯穿城区的主干道，
北部矿区的省道 325 漯嵩线（北
环路）主要服务工业经济。随着
城市的不断扩张，北环路逐渐成
为另一条“大动脉”，但功能滞后
加上年久失修，许多司机宁可绕
道行驶。

2016年，平顶山市将北环路升
级及西延（鹰城大道）提上日程。“我
们将其作为‘战略路’来谋划，目的
是便捷新老城区与平顶山西高铁站
的交通畅联，从根本上解决货运车

辆穿城而过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
安全、道路破损等问题。”平顶山市
交通运输局局长胡振军说。

2019年，项目一期正式开工，
总投资 34.5亿元，路线全长 31.52
公里，沿路有桥梁 12 座、涵洞 26
道，其中 4 次上跨、3 次下穿城市
道路，2次下穿铁路专用线，是平
顶山市建市以来政府投资规模最
大、公路等级最高、辐射范围最
广、建设进度最快的交通基础设施
民生之路。

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全线无
信号灯的鹰城大道上，两侧青山连
绵、绿树成行。据介绍，为保护沿
线自然风貌和绿水青山，项目注重
地形选线、地质选线、生态选线与
经济技术选线相结合，尽可能避让
基本农田，将主体线型融入自然，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山水林田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鹰城大道建设秉承“海绵城
市”理念，道路两侧的绿化区域增
设溢流井等设施，人行道和无障
碍路口内的彩色步游道用透水砖
铺设，可以充分发挥道路、植被等
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
缓释作用，让城市水文实现良性
循环。

不仅如此，原先杂乱无章的高
空架线、雨污不分的地下管网全部
入地，预埋雨水管道 3.34万米、污
水管道 9714米，为管线入地和穿
越公路预留位置。“视觉舒服、通行
舒适。”市民们由衷地感慨。

如今，项目一期建成，构筑起
一道生态环保屏障，形成了南水北
山休闲观光新景地，有效解决了新
老城区的交通瓶颈，方便了群众出
行。同时，这对拉大城市框架、优
化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市容市貌具
有重要意义。③4

“彩带”穿城过 东西变通途

宝丰县境内高速立交网络宝丰县境内高速立交网络。。⑨⑨44

通达鹰城通达鹰城新枢纽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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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港北港区平顶山港北港区。。⑨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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