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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台山是焦作旅遊崛起的見證，十年間兩億中外遊
客覽勝雲台山水，更折射出焦作經濟轉型發展的嬗變。

焦作有豐厚的旅遊資源，因此，焦作轉型的突破口
選擇了旅遊業。

「過去我們山裡很窮，山裡的姑娘都往外嫁，但因
為捨不得父母，嫁人時一步一回頭，所以這座山叫 『回
頭山』。」雲台山導遊王小姐告訴記者： 「現在這座山
還叫 『回頭山』，不過是因為遷出去的村民都回頭想再
遷回來。」旅遊業的發展讓村民們嘗到了甜頭，通過開
設家庭賓館、農家樂飯店，雲台山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從
過去的不足三百元到現在的將近六萬元，增長了二百
倍。

1999 年，焦作市旅遊綜合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比重不足1%，而2011年到焦作旅遊人次超過2281萬，
門票收入7億元，旅遊綜合收入172億元。相當於焦作
GDP的11.7%，比全國、河南省分別高出6.9和1.4個百
分點。 「焦作現象」被譽為中國旅遊發展史上的奇迹，
世界各地紛紛前往學習、效仿。

「焦作服務」是 「焦作旅遊」的閃亮品牌，核心就
是不讓一位遊客在焦作受委屈。雲台山風景管理局局長
韓躍平用生動事例作了詮釋： 「來的都是客，全憑真心

做。我們堅持用心管理，用情服務，從多方面實現景區
管理的規範化、旅遊服務的人性化。比如，員工看到地
上有煙頭雜物，他會主動用左手把它撿起來。為什麼
呢？因為他還要用右手和客人握手，用右手攙扶老人和
孩子。景區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時刻準備着為遊客服
務。現在我們正在制定雲台山旅遊服務標準，力爭使其
上升為國家標準。」

目前，河南焦作已形成雲台山、青龍峽、青天河、
神農山、峰林峽 「五大景區」為代表的自然山水景觀，
以陳家溝、嘉應觀等 「十大景點」為代表的歷史人文景
觀。

焦作旅遊業怎樣繼續轉型，提升發展水平？路國賢
表示，要進行第二次創業。與漂亮的自然山水和一流的
管理水平來比，焦作的配套設施還沒跟上，旅遊鏈條較
短，遊客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再轉再提升，關鍵是 「三
抓」：一抓項目，加快自然觀光遊向休閒度假遊的轉
變；二抓創新，加快雲台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步伐；三
抓服務，加快雲台山旅遊服務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

據韓躍平介紹，現在，雲台山已分別與北京世貿天
階集團、河南建業集團合作，在雲台山建設高端綜合休
閒娛樂項目，兩個項目的總投資在100億元以上。

焦作經濟轉型焦作經濟轉型「「三部曲三部曲」」之一之一

從從「「黑色印象黑色印象」」到到「「綠色主題綠色主題」」

焦作經濟轉型「三部曲」之二

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 焦作經濟轉型「三部曲」之三

以城鎮化為引領的以城鎮化為引領的「「三化三化」」協調科學發展協調科學發展

河南雲台上風景區內的子房湖，河南雲台上風景區內的子房湖， 「「峰由峰由
湖邊起湖邊起 水自天上來水自天上來」」

▲焦作市委書記路國賢接受大公報採訪，詳解如何做好經濟轉型示範市建設 楊家軍攝

▲百年大公看中原採訪團實地探訪河南焦
作沁北產業集聚區 楊家軍攝

日本人每年循例挑選一個漢字來概括本年度世相百態。如果
讓河南焦作人選年度漢字，一定非 「轉」莫屬。假如增加一項年
度詞彙， 「轉型示範」與 「中原經濟區」必將聯袂奪魁。建設中
原經濟區轉型示範市，已成為300多萬焦作人的堅定目標。

焦作的轉型三部曲，從 「黑色印象」到 「綠色主題」的轉
型，從自然的綠色，到經濟的綠色，到社會的綠色，一直到人心
的綠色，共同構成了科學發展的美好前景。

建設中原經濟區，河南正在探索走好 「三化」協調科學發展

的路子。焦作在 「轉型示範」中
的 「三部曲」，頗有 「示範」意
義，頗具 「破題」效應，令人鼓舞，讓人振奮。

孟子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我們相信，乘中原經濟區建設之大勢，不久的將
來，一個經濟更加繁榮、人民更加富裕、生態更加優良、社會更
加文明的新焦作，必將崛起在中原大地上。

▲河南焦作沁陽袁屯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
如火如荼 楊家軍攝

焦作市優美環境成為宜居城市，圖為龍焦作市優美環境成為宜居城市，圖為龍
源湖公園一角源湖公園一角 王長安攝王長安攝

焦作的工業轉型，已進入一個新階段。
面臨保糧食、保土地、保環境等新任務，必
須走好轉型第三部曲──由單項推進向以城
鎮化為引領的 「三化」協調科學發展轉。

孫立坤說，焦作着力推動轉型切入點就
是建設好新型農村社區，突出新型城鎮化的
引領，高標準建設農村社區，打造 「三化」
協調發展的戰略基點。

目前，河南各地都在搞新型農村社區建
設，焦作獨特之處在哪裡？路國賢給出了明
晰方向：焦作做新型農村社區，主要把握以
下原則：一要合理布局，或者叫集中布局。
焦作規劃了 20 個中心鎮、150 個中心村，將
做到 「四集中」：向城市集中，向集鎮集
中，向集聚區集中，向中心村集中。二是要
謀劃長遠，焦作將按照現代都市化的水平來
規劃現在的新型農村社區，力爭在新型農村
社區高端發展上出亮點、做示範。

袁屯新村位於河南省沁陽市南郊，由袁
屯、藕庵、小李莊 3 個自然村合併組成。進入
該村記者看到，全新的別墅住宅整齊劃一，
水泥道路整潔乾淨，農民家中冰箱、電視等
傢具齊全，生活有滋有味，與城裡人無異。

該村在土地流轉前，由於三個自然村相
距較遠，居住分散，給群眾生產、生活和管
理帶來諸多不便，宅基地管理混亂，戶均住
宅面積達 600 平方米，許多農民常年外出打
工，形成「空心村」現象，嚴重浪費土地資
源。

在新型農村社區的政策支持下，袁屯村
通過合併村莊，收回全部宅基地和耕地，整
理出土地 258 畝。以 「宅基地換房」模式，
村民全部住上了寬敞整潔的新樓房。

騰出的土地，一類復耕用於發展高效農
業，另一類由村裡集中規劃建設標準化廠房
進行出租，再用租金成立農業投資公司，創
辦企業，吸納村民在家門口就地就業，收益
分紅，保障了農民利益。

袁屯村支書秦東紅告訴記者，利用土地
流轉這一新政，袁屯村走出了一條新型農村
社區的路子。用此方法，村民人均收入由
2004 年的不足 2000 元達到了 2011 年的 1.5 萬
元。

修武縣周莊鄉正在建設一個都市化標準
的新市鎮。修武縣委書記王建修介紹，這個
新市鎮計劃總投資 100 億元，建設一座規劃
面積 3.9 平方公里的新城，將周莊鄉 2.5 萬
農民集中安置，另外吸引周邊其他鄉鎮農
民和城鎮人口向社區集中，預計常住人口
10萬人左右。目前新市鎮已經開工建設，
其中農民集中安置計劃 3 年完成。王建修
說： 「我們確定的立足點是充分尊重群眾
意願，真正使農民成為受益者。」

農業現代化是 「三化」協調發展的基
礎，作為全國著名糧食高產區的焦作，如
何提升農業也是一個難題。

路國賢對大公報表示，焦作農業將由
高產向高效來轉，進一步提升農業的綜合
效益和農民的收入水平。這幾年，焦作在
持續探索一條路子，就是構建新的農業經
營組織，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提高農民
的組織化程度，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發展
特色農業，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發展農村
經濟，全面提升農業綜合效益。現在焦作
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有2788家。

堅定轉型，加快轉型，科學轉型，焦
作經濟發展方式悄然中深刻變化。路國賢
說： 「推進新一輪轉型升級，重在務實落
實、重在苦幹實幹，關鍵在做、關鍵在
實、關鍵在效。」

焦作設定了一個目標，到 「十二五」
末，焦作市經濟社會發展人均指標或者主
要人均指標，要領先河南省平均水平，高
於中國平均水平，接近內地發達地區水
平，建成 「三化」協調發展更具活力的新
型城市。

從「黑色印象」到「綠色主題」，綠色不僅僅是指山
水。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是焦作轉型第二部曲。

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
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就是要改造提升發展綠

色、低碳、環保、生態、高效的產業，構築一個可持續
發展的新型產業體系。

沁陽市的沁北產業集聚區，為 「要金山銀山，更要
綠水青山」的發展理念做了最好的註解。這個擁有眾多
氯鹼化工、氯氫化工、鋁精深加工企業的園區，背靠青
山，附近流水潺潺，園區內聞不到一絲刺鼻氣味，更無
滾滾濃煙。

沁北產業集聚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牛中英介紹，集
聚區實現上游產業園區排出的廢渣、廢水、廢氣等，作
為下游產業園區的原料循環利用，打造 「生態工業」。
譬如，化工廠的廢渣，經過密封管道，直接進入臨近企
業，經過提煉加工成為多晶硅的上游材料，進而為光伏
產業提供原料支持。

一流企業做標準
「創新」是轉型的重中之重。焦作市提出，用高新

技術和信息化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堅持科技先行、創
新驅動，支持鼓勵企業加強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鼓勵支
持企業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產品。

在產業鏈較長、分類較為複雜的化工領域，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只用了 10 年時間，就發展成為從事
高性能氟化鹽產品研發、生產和銷售的全球最大氟化鹽
生產企業。

多氟多公司董事長李世江自信幽默： 「一流企業做
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我們是做標
準的！」這些年來，多氟多申報了 138 項專利，其中
106項是發明專利，制定了54項國家標準。依靠創新，
該公司攻破了六氟磷酸鋰生產上的技術難關，打破了國
外企業的技術壟斷。

焦作一大批企業逆勢而上，持續發展，靠的正是重
大技術的自主創新。

位於焦作高新區的卓立燙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國
內地首家以熱打印耗材為主的專業生產企業。擁有 24
個發明專利，主持起草了兩項行業標準，產品覆蓋內地
26 個省（市、區），遠銷東南亞、歐美等60 多個國家
和地區，正在籌備上市。

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
走開放、合作之路，與行業旗艦企業合作，讓焦作

企業轉上了一個新台階。目前，焦作和中國化工、中國
鋁業、中國兵裝、中國兵器均有合作。

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和中國鋁業、中國化工合
作，這算焦作的企業還是算央企呢？路國賢說： 「我們
有這樣一個理念，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我們和大
企業合作後，可以解決許多要素制約的問題。」

「風神輪胎，產地焦作，源自中原，中國製造。」平
時有點靦腆的風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鋒，介紹
自己的企業時底氣十足。風神輪胎，不僅是全球第一家
100%做綠色輪胎的企業，而且是業界唯一一家實行統
一環保標準的企業。企業和中國化工集團合作後，新上
了一批項目，去年的銷售收入首次突破100億元，成為
歐盟市場第一品牌，連續兩年蟬聯河南工業企業出口冠

軍。
焦作市的優良投資環境吸引了蒙牛乳業前來投資，

2003年11月開工，次年5月冰淇淋項目即投產，5.1億
元的投資用時僅半年，創造了蒙牛公司從開工到投產的
最短紀錄。

零部件 「組裝」 汽車產業
河南中軸集團有限公司，生產車用發動機凸輪軸；

焦作制動器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汽車防爆制動系統；河
南省中原內配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汽車發動機汽缸
套……這些都是生產汽車所必需的零部件，像這樣的產
品在焦作市還有1500多種。

2011年12月，投資23億元的中國兵器裝備集團焦
作汽車零部件及裝備製造產業園項目正式落戶焦作。
2012 年 2 月，投資 25 億元的奇瑞汽車焦作發動機生產
基地項目正式開工建設，這是汽車零部件中最重要的產
品。

5 月 23 日至 24 日，焦作市委書記路國賢帶隊到奇
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總部，就加快推進項目建設、進一
步深化合作達成高度共識，雙方均表示，確保今年 10
月1日第一台發動機下線。

焦作新區黨工委書記郜小方告訴記者，焦作汽車零
部件產量居河南省第一，輪胎、軸承、缸套等產品已進
入世界汽車零部件採購體系，成為跨國公司的供應商。
發動機項目達產後，將形成年產 61 萬台發動機的生產
能力。該項目的建設填補了河南汽車零部件產業沒有發
動機的空白。

「巨艦」 帶動 「姊妹艦」
焦作市提出，創造環境，作好服務，支持企業加快

發展、做強做大。
隨着廈工機械的進入，焦作結束了汽車零部件產業

發達但沒有整車的歷史。廈工投產後，引來了廈工配套
產業園，六家配套企業集中在廈工東邊，形成一艘 「巨
艦」帶動六艘 「姊妹艦」的百億產業園，從這裡生產的
廈工裝載機佔中國北方市場大半。

據焦作市長孫立坤介紹，轉型提升，焦作的產業結
構有了明顯變化。過去，焦作煤炭產業一度佔到了經濟
總量的 90%以上，現在降到了不到 3%，焦作的六大戰
略支撐產業、四大新興產業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經濟總
量的65%以上，現代產業體系正在形成。

記者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