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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对内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
展模式，推进省区之间互联互通；海上丝绸之路，对外
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
打造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加快我
国经济转型升级。

承东启西，连接南北，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
的安徽，如何紧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皖江城
市带崛起，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正式开港的安徽省郑蒲港，
正是安徽省抢抓重大发展机遇布下的一颗重要战略
棋子。

深水良港 重任在肩的皖江“龙头”

双脚踏上已经建成的郑蒲港码头，脚下江水拍
岸，江面百舸争流，这里即将呈现的万吨轮停靠、塔吊
林立的装卸繁忙景象，是何等恢弘壮观——随着郑蒲
港一期码头的开港运行，规划以来就备受瞩目的安徽
江海联运枢纽中心，正在从蓝图一步步走向现实。

安徽省高瞻远瞩，于 2011 年实行区划调整战略
决策。马鞍山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力推
进跨江发展，郑蒲港应运而生，成为跨江发展的支点，
继而成为全省融入长江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出发地。

从版图上看，溯江而上，皖江第一个万吨级深水
港就是郑蒲港。北沿江铁路建成后，郑蒲港就会成为
连接郑州、合肥、阜阳等地的重要货运通道，并与连云
港相通，成为中部地区连接长江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货运节点港。有关专家表示，“深水港是郑蒲港
的最大优势，未来安徽真正意义上通向海外的就是这
个港口。”

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港口兴则城市兴，港口强则
经济强。依托港口建立新城，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
重大决策。2012 年 11 月 12 日，安徽省政府批复设立
马鞍山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区，享受省辖市经济管
理权限、省级开发区各项政策，作为芜马城市组群江
北特别发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享受省江北产业
集中区政策。新区发展定位是“港城一体、产城一体、
城乡一体”，着力打造安徽江海联运的枢纽中心和现
代化新城区，加快建设综合保税区，成为皖江城市带
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安徽省政府就郑蒲港新区的规
划建设，专门印发会议纪要，赋予特殊的土地、税收等
政策。省直各单位大力扶持，围绕港口经济发展和新
区建设，支持在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机构，极大
地推动了郑蒲港快速建设。

如果说八百里皖江是长江之“腰”，郑蒲港则是皖
江的“龙头”，它承担着八百里皖江经济发展、辐射全
省乃及周边省份的大任。安徽省对郑蒲港新区的
建设寄予厚望，明确要求把郑蒲港打造成安徽
的“北仑港”、“长江经济带和沿江产业走廊
上的一个亮点”。

2012 年 10 月，郑蒲港一期工
程正式动工，这个长江岸线最

后一个万吨级深水良港项目奏响了大开发的进行
曲。整个港口规划 1 万吨级以上泊位 26 个、5000 吨
级泊位 11 个、3000 吨级泊位 14 个、1000 吨级泊位 9
个，可实现年通过能力 1亿吨。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长江经济带港航发展座谈
会”上，有关专家提出了安徽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的“上川下海”概念，即上溯到四川、重庆，向下直达
海洋。作为长江上最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万吨级
深水港口资源，郑蒲港建成之后，皖、赣、鄂、渝等内陆
外向型工业货物都可从这里直接启程，驶向世界。

枢纽平台 黄金水道的黄金效应

安徽省坐拥八百里皖江，利用黄金水道、开发岸
线资源，对于推进沿江开发开放乃至全省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郑蒲港作为安徽省的大手笔，必将成为安徽
省分享长江经济带建设“红利”的一大亮点。

从长江经济带看，郑蒲港是布局沿江北岸产业走
廊的重要节点。郑蒲港拥有深水岸线 9.5 公里，是郑
蒲港建设前长江唯一没有开发的、也是安徽江北唯一
的万吨级深水港岸线资源。对于任何一艘从长江中
上游驶来的货轮，所遇到的第一个可中转的深水港就
是郑蒲港，将长江北岸的上游产业连接起来直接通江
达海，并与下游洋山港及沿海主要港口贯通，真正发
挥黄金水道的作用。

从中原经济圈看，郑蒲港是广泛发挥辐射作用的
重要支点。按照港口腹地经济理论，以郑蒲港为中
心，半径 500 公里（京沪线以西、长江以北）是最经济
的港口辐射半径，覆盖安徽、河南、湖北等中部地区 3
个省会城市（合肥市、郑州市、武汉市）和 23 个地级
市，总人口超过 1 亿人，2013 年经济总量超过 4 万亿，
郑蒲港是其通江达海最便捷的重要门户港。

从安徽崛起态势看，郑蒲港是带动合肥经济圈、
皖中皖北通江达海的重要亮点。这个区域经济总量
在全省占很大比重，郑蒲港的物流成本优势非常明
显，综合运输成本降低 30%以上。发挥郑蒲港便捷的
门户港作用，对于促进安徽经济以最小的物流成本参
与世界经济竞争，发展口岸经济、带动临港产业，具有
重要的影响。有关专家表示“东出西进、辐射南北，郑
蒲港将是长江重要的经济支点之一”。未来的郑蒲港
沿江区域，已经被业内公认为黄金之地。

拔节生长 令人惊叹的“郑蒲港速度”

短短三年时间，郑蒲港从无到有，项目破土而出，
平台不断搭建，功能渐趋完善，呈现出令人惊叹的“郑
蒲港速度”。

为了实现千亿元的港口目标，马鞍山市
围绕郑蒲港建设实施了港口物流

基地规划、推进综合保税区
申报、加快港区项目推进

等八项重点工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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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4.21 平方公里，已上报国务院批转海关总署审核。
申报郑蒲港一类对外口岸，得到相关国家部委的大力
支持，近期可能获批。围绕郑蒲港发展的专业进口指
定申报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郑蒲港位于皖江北岸，为了配套港口建设，安徽
省已投资 70 亿元建设马鞍山长江大桥，直达港口岸
线，为合肥经济圈、皖中皖北货物快速进出港口创造
了条件。合常高速全线通车，北沿江高速也将于明年
贯通。地处港口腹地的新区 30平方公里起步区 48公
里路网框架已完成，供电、供水、供气等管网铺设完
成，347 国道由双向四车道改造为六车道即将全线通
车，郑蒲港锚地、北沿江铁路一期等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港口集疏运体系基本形成。

临港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投资额 5 亿元的郑
蒲港一期工程已经建成完工，共建有 5000 吨级泊位
(兼顾 20000 吨级)3 个，其中集装箱专用泊位 1 个，件
杂货泊位 2个，年通过能力 220万吨。截至目前，共签
约工业、航运等项目 54 个，协议投资 110 亿元，实际
利用内资 63 亿元、外资 4200 万美元。金林科技竣工
投产，盛通合运物流产业园、御香苑保税冷链物流产
业园、广纳电子信息产业园等项目一期明年将建成，
光学镀膜、星源电子、瑞声科技、吉祥电子、中飞股份
等项目将要开工建设。

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的原则，郑
蒲港新区“因港而设”，自然就要在港口上下一盘“大
棋”。目前郑蒲港二期工程正在申报过程中，同时正
争取与外向型枢纽大港合作，努力打通合肥经济圈和
皖中、皖北地区通江达海的快速通道，建设成为长江
经济带重要的江海联运枢纽性港口。

融合发展 打造产城一体新样板

城因港立、港为城用、港城共荣，这是郑蒲港发展
的时代特点。

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核心是要将产业功
能、城市功能、生态功能融为一体，实现以产兴城、以
城聚产、产城联动、融合发展。郑蒲港新区自规划建
设以来，紧扣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结合港区建设的特
殊性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明确了自身“港城一
体、产城一体、城乡一体”的发展定位。

——港城一体。郑蒲港在加快推进港口一期码
头建设的同时，加快综合保税区申创进度，力争将之
建成为广泛发挥港口辐射作用的重要支点；协调建立
港口服务机构，海关、海事、检验检疫、边防等部门在
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机构；招商引资工作同步推
进，总投资 20 亿元的御香苑保税物流加工项目开工
建设，打造华东地区最大冷链物流基地。

——产城一体。郑蒲港新区瞄准装备制造、临港
物流、新城商贸三大主导产业，目前已吸引 300 亿元
以上投资，开工项目 36 个，10 个项目即将投产。城市
建设方面，30 平方公里起步区框架已经拉开，新修城
乡道路 86 公里，在建安置房 70 万平方米、公租房 12
万平方米，2013 年 1 月在江北率先开通居民管道燃
气。城市功能配套河海大学郑蒲港校区、马鞍山二中
郑蒲港校区、大润发超市购物
中心、自来水厂等项
目 加 快 实 施 。 其
中，马鞍山二中
郑蒲港校区
已 于
2014
年

9 月份招收第一届学生，河海大学文天学院郑蒲港校
区将于明年 9月份正式招生。

——城乡一体。郑蒲港新区坚持城乡同治、城乡
共荣，着力构建“1 个主城区、2 个中心镇、12 个新市镇

（中心村）”的“1212”城乡结构形态，实施“新区新家园
十项计划”，推进“三个延伸”：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
伸、城市公共保障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
延伸，形成“新城区、新镇区、新社区、新村庄”的发展
格局。为深入推进就地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新区依
照高标准建设美好乡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成立现
代农业投资公司，建设 2 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同
时，创新乡村治理，坚持重心下移、服务下沉，实施“服
务工程”，建立区镇村三级行政审批服务和监督网络，
使农民不出村就能办成事；实施“连通工程”，建成 30
公里农村公交线路，随路铺设天然气和自来水管道、
安装路灯，开通到市区公交班车和新区内部循环车；
实施“天网工程”，安装 115 个夜间高清监控摄像头，
形成全域“动态化、信息化、全时空、全覆盖”治安防控
体系；实施“地网工程”，建设电子巡更系统，民警每天
对每个村庄巡逻一次，让偏远村庄的群众感受到有人
关心；实施“固本工程”，转变镇村职能，推行村居干部
职业化，动员党员干部“走亲戚”，建立新区关爱基金
救助因病致贫家庭，对新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
结对帮扶，增强干部群众的信心。

从“建港”、“建区”再到“建城”，郑蒲港新区正在
探索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路径。

新港“起航”，新区起步，安徽“落子”郑蒲港，正契
合了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大
机遇。抢在先，干在前，作为“一带一路”的安徽起点，
郑蒲港这个“江海联运枢纽、皖江崛起高地”正一步步
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文/张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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