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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河南看河南 改革发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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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小客车、大货车源源
不断地穿梭，这是京港澳高速圃田收费
站的日常景象。从这个出口向南行驶
几公里，便能抵达郑州国际陆港，这里
是中欧班列（郑州）的始发地。

“从这里出发，去往欧洲方向的列
车实现每周去程 14班、回程 14班常态
化高频运行，加上到中亚、东盟、俄罗斯
等方向的班列，每个月中欧班列（郑州）
累计开行 130多班。”郑州国际陆港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新年说。

依托密集、便捷的高速公路网络，
以郑州为半径 2000 公里范围内的货
物，都可以通过公铁联运的方式，东联
西进、融通亚欧，并在“门到门”“一单
制”全链条优质服务的保障下，实现“一

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票结算、全程控
货”的高效运输，中欧班列（郑州）成为
奔跑在丝绸之路上名副其实的“黄金班
列”。

再次驶入京港澳高速，行驶到航空
港区北收费站时，一架硕大的飞机从头
顶呼啸而过，高速上满载货物的车辆来
来往往。这个应郑州航空港区群众往
来、企业发展需求开设的站口，日均车
流量3万辆。

如今，京港澳高速全河南境基本实
现双向八车道，郑州机场“空中丝绸之
路”货运航线网络不断丰富，卡车航班
覆盖全国 70余座大中城市。“每天高峰
时段，去往郑州机场的物流车辆排着队
称重上高速。”郑州航空港区北站工作

人员说。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郑州

航空港区吸引了多家品牌物流公司聚
集建仓。今年一季度，郑州机场货邮吞
吐量同比增长85%，客货运继续保持中
部地区“双第一”。今年前两个月，卢森
堡货航郑州航线货运量约2.13万吨，同
比增长 228.1%，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
录。

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我省构建了以
高速、铁路、航空为支撑的多式联运立
体交通网，郑州成为连接“一带一路”、
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支
点城市。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河南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强省，不断为发展
畅通血脉、提供动力。

□本报记者 宋敏 郭北晨

4月 30日，身处黄河生态廊道中，遥看
京港澳高速刘江黄河大桥，只见漫天云朵
下，大桥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
黄河滔滔，从巨龙身下穿行而过，雄伟壮丽
尽收眼底。

刘江黄河大桥是我省第一座高速公路黄
河桥，南起郑州市惠济区，北至新乡市原阳
县，全长9.8千米。它所在的京港澳高速是全
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全国最繁忙的运输
通道之一，如今日均车流量10万辆以上。

现在的通途，早年却是难以逾越的天
堑。“以前想要过黄河，要么排队搭乘轮渡，要
么走单向交替通行的公铁桥，一般需要一到
两个小时。”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综合规划
研究院院长王振民回忆，“京港澳高速刘江黄
河大桥建成以后，作为当时里程最长、标准最
高的黄河桥，真正实现了畅通无阻。”

今非昔比。“十四五”期间，我省计划新
开工 6座高速公路黄河桥，到 2025年我省
高速公路黄河桥将达18座。

如何通过交通规划，更好服务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推动这
一重大国家战略在我省落地见效，我们聚
焦提升黄河中下游、左右岸公路网互联互
通能力，加强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
湾区等重点区域的交通联系，全面谋划黄
河流域高速公路规划建设。”王振民说。

据了解，我省沿黄、郑州至洛阳高速公路
计划今年全面开工建设，未来黄河两岸将形
成“一轴两翼”高速公路通道布局。

“在高速公路规划建设中，将‘生态保护
与修复并重’和‘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理
念贯穿全过程。”王振民说，规划设计会尽量
避让黄河湿地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土
空间，积极应用节水、节材技术，加强对跨黄
河、水源保护地等桥梁雨水径流的收集与处
置，减少对黄河水体的影响。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沿着京港澳高速一路驶入鹤壁境内，
会看到一座气势恢宏的汉唐仿古风格的
收费站，彰显着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这里是鹤壁站。

与古味相对应的是新潮，这座高速收
费站同样也充满了科技感。这是全省第一
家无人值守收费站，首次使用站级 AR 实
景指挥系统；它还是按照5G应用标准建设
的，号称“5G收费站”。

“尊敬的司乘朋友您好，请在左侧刷卡
标志处刷 ETC 卡……”在这里，车辆通过
ETC车道出现状况时，不用等工作人员到
来，5G技术支撑的“ETC管家”就能指导车
主自主解决问题。

“这套系统涵盖了常见的 45种特情处
置方案，能加快 ETC车辆特情处理速度，
缓解人员紧张问题，减少了安全隐患，为实
现收费站真正无人值守迈进了一大步。”河
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新分公司
鹤壁站副站长王进说，得益于5G传输速度
快、时间短，利用视频、音频和司机对讲就能
实现顺畅沟通。

收费站AR实景指挥系统，则可以利用
站区高清视频资源，将车道设备采集到的车
辆行驶信息、视频图片、原始数据和数据分
析、识别数据等进行融合，全面立体对车道、
绿通及收费站广场进行无死角可视化动态
监测管理。

“‘五一’假期客流量猛增，利用高清视
频可以全方位监控到站区的突发事件、车
流情况，或者一些疑似逃费车辆。AR实景
指挥系统的应用，减少了人力物力投入，提
高了绿通车辆的通行效率，为司乘人员顺
畅出行提供了一份保障。”王进说。

值得一提的还有ETC卫士系统，通过在
收费站下道匝道设置门架，安装车型识别装
置，实现对车辆高清图像、车牌识别、车型等信
息的采集，在下道的同时收费系统自动完成信
息比对，对ETC车辆违规行为进行现场稽核，
对维护高速公路正常运转秩序起到重要作用。

厚重历史与现代科技在京港澳高速鹤壁
站交织。随着大数据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深入，
智慧交通在交通运行管理优化、提供智慧化服
务等方面，还会更加高效、绿色、安全。③9

“绿色高速”
守护母亲河

黄淮平原，沃野千里，有发展农业
的先天优势。沿高速穿行其中，看着
一望无际的碧绿，心中对“农业大省”
有了更深感触。

驻马店素有“中原粮仓”“中州油
库”“芝麻王国”等诸多“农”字号美
誉。这里是全国、全省重要粮食生产
基地，西平小麦、正阳花生、泌阳花菇
等特色品牌叫响全国。

围绕“农”字怎么做文章？先从
“芝麻大的事儿”说起。在平舆人看
来，芝麻的事就是大事。

来到占地8000亩的平舆县芝麻小
镇，你不仅可以亲手榨一道石磨香油，

还可以在食堂吃上一顿芝麻宴，临走再
带一些芝麻花茶、芝麻叶等小镇特产。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里群众的生活
水平也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们平舆的芝麻现在是远近闻
名！”芝麻小镇的开发商、蓝天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志合说，“光卖芝
麻，一亩地收入不过千把块钱，通过精
深加工，收入至少增三倍。”

如今的平舆，白芝麻年加工能力
突破 5000万公斤，系列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平舆
也成为全国白芝麻第一大县。

近年来，驻马店持续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走稳“三链同构”之路，
粮食总产连年攀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不断提升。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车
轮滚滚，走在改革发展的路上，今天的
河南，正在“高速”腾飞。

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上，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川流不息
的车流、人流和物流，必将书写中原经
济发展新篇章。③7

沿着京港澳高速继续向南，不多久
便到了漯河市。顶着“中国食品名城”
的招牌，这是座自带“香”味的城市。

靠食品工业起家，双汇的火腿肠、
卫龙的辣条、南街村的方便面……漯河
食品早已走向全国。

走进双汇生产车间，生猪屠宰流水
线正紧张忙碌地运行，没有想象中血淋
淋的场景，所有员工身着白大褂、白胶
鞋，戴着口罩和手套，地面干净整洁，没
有丝毫污渍。

坐在双汇集团信息中心，大屏幕
上的数字不断跳跃，排骨卖了多少、里
脊卖了多少……各家连锁店销售情况
一目了然。

“我们在全国建有 30多个现代化
肉类加工和物流配送基地，拥有 100
多万个销售网点。”双汇集团有关负责
人表示，“得益于便捷的交通网络，我
们生产的产品，才能迅速运送到全国
各地。”

近年来，漯河市形成了以肉类加

工、粮食加工、饮料制造等行业为主导，
拥有 50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的食品
生产加工基地。食品工业规模占全省
的六分之一，占全国的六十分之一。

“不少企业正是看准了漯河市京港
澳、宁洛等高速绕城而过的交通优势，
才愿意留下来。”漯河市商务局有关负
责人说。

京港澳高速引导市场要素快速有
序地流通，用产业链的方式来推动经济
发展，开创了中部崛起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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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公机运输无缝对接

●食品名城招牌越擦越亮

●土特产玩出新花样

▲高速公路为筑起
立体交通网提供了有力
支撑。京港澳高速与中
欧班列（郑州）实现了有
效衔接。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京港澳高速鹤壁
站。 记者供图

□本报记者 宋敏 郭北晨

路，从脚下铺展，通达四方；路，向远处延伸，川流不息。

神州大地上，粗壮线条绘就的高速公路如大动脉，其中的京港澳高速，

让南北志合者不再以山海为远。

近日，记者从郑州出发，沿京港澳高速公路河南段，由北向南，穿越许昌、漯河，

抵达驻马店，一路感受九曲回荡的黄河、生机盎然的自贸区、山花烂漫的乡野……最

美的风景总是在路上。

脚下是坦途，窗外是春光。中原大地蓬勃发展的态势、可知可感的民生福祉、壮

丽如画的山山水水，无不在人心中留下深刻感触。改革发展中的河南正乘风破浪、
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