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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城管
即刻关注共享精彩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随着
中站加压站供水阀门的开启，跋
涉千里而来的丹江水经由府城水
厂、新城加压站、牧野加压站、
中站加压站后进入我市中心城区
塔南路以西区域的千家万户。市
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廷中日
前表示，我中心城区已全部由南
水北调水替代地下水，进入了

“双水源”供水保障的新纪元，
城市供水的安全性、可靠性得到
全面提升。

作为南水北调唯一穿城而过
的城市，市委、市政府早在2011
年就确立了以丹江水替代地下水
作为城市供水水源的战略目标，
全面构架城市供水新格局。2014
年2月，市政府与市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就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
事宜进行首次会谈，市水务公司
自此踏上了勇担重任、自筹资金
建水厂的征途，力争让千里而来
的丹江水早日惠及城区居民。

2017年7月，苏蔺水厂 （一
期）开工建设，2018年4月28日
实现试通水，2019年3月25日完
成与原太行水厂的水源切换后，
我市中心城区塔南路以东、太行
路以南区域的 50 余万人口用上
了南水北调水。

2018年6月，府城水厂 （一
期）开工建设。全体参建人员发
扬“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工
作作风，倒排工期、严控节点，
仅用时 11 个月就一次性完成了
13 万立方米的生产线以及 2.3 公
里的配套管线建设。2019年7月
20日，我市塔南路以西、南水北
调总干渠以南的 12 万余市民用

上了南水北调水。
2019年7月，府城水厂至新

城加压站管线建设暨加压站改造
工程启动。府城水厂至新城加压
站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全长约4公
里，负责将府城水厂出厂水转送
至新城加压站，再由新城加压站
转供至解放路以南、塔南路以西
区域内的居民。新城加压站配套
管网建设进度的快慢，是我市中
心城区西部广大居民能否早日喝
上丹江水的关键。

疫情发生以来，为切实保障
公用事业项目、建筑工地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市城管局主动靠前服

务，深入一线解忧帮困，采取“硬
核”举措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首
先，该局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日”
制度，由分管领导牵头，责任科室
负责，对复工复产的提供公共服
务的企业逐个开展实地检查，助
力项目建设安全高效推进。其
次，该局现场办公解决企业复工
复产难题，针对提供公共服务的
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道路破挖施
工受阻、安全围挡设置受限、建筑
垃圾（渣土）清运受阻等难题，积
极主动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统
筹安排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全力
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同时，在市城管局的大力支
持下，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严格
按照省、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复
工复产有关文件要求，制订疫情
防控应急方案，成立疫情现场防
控小组，建立人员管理台账，在施
工现场出入口设置疫情防控检测
点，配齐防疫物资，确保疫情防控
和水厂建设两手抓、两不误。

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市水
务有限责任公司克服了工期短、
资金紧张、疫情防控等不利因素
影响，如期完成了新城加压站改
造和累计 3.8 公里的供水干管建
设，并于今年5月1日提前15天

完成新城加压站水源切换工作，
将府城水厂的供水范围扩大至水
北调总干渠以西、塔南路以西、
解放路以南，实际用水人口增加
22万，为实现中心城区南水北调
水全覆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6月，为缓解因地下水
位下降引起的原水量不足，确保
市民用水需求，市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仅用5天时间沿解放路敷设
市政供水干管1100米，建设增压
泵站，引新城加压站出厂水对中
站水厂供水区域进行补给，中心
城区与中站区供水管网之间首次
实现互联互通，供水保障能力明
显提升，管线途经区域的3000多
户居民提前用上了南水北调水。

8月，实现南水北调水中心城
区 全 域 覆 盖 的 最 后 一 个“ 关
节”——府城水厂牧野加压站完
成主体建设、设备安装以及累计
10.6 公里的配套供水管线敷设，
并于8月18日完成与中站水厂供
水系统的对接；8月26日，完成了
整个供水生产系统供水设备的联
调联试和管道冲洗等工作，我市
解放路以北、塔南路以西、北环路
以南区域和中站区于当天正式被
纳入南水北调水供水区域，原地
下水源将全部转变为热备状态。

“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的
完工是实现中心城区全面供水的
基础，它不仅是我市十大基础设施
重点项目之一，更是市委、市政府
为全市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
工程，对我市民生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杨廷中说。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高
小豹摄）

中心城区居民全部喝上丹江水
我市进入“双水源”供水保障新纪元

我市中心城区近百万市民全
部用上南水北调水，标志着我市
步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时
代，城市供水的安全性、可靠性
得到全面提升。这是市委、市政
府全力实施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倾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的新成果，也是我市城管
部门开展“强转树夯实履职根
基、创佳绩争做为民城管”专项
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的体现。

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是市
委、市政府为全市人民办实事、
办好事的民心工程，对我市民生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市城管局以高远的政治站
位、深厚的爱民情怀，为南水北
调配套水厂建设提供全方位、全
天候服务。特别是今年年初，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南
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的节奏。市
城管局为确保重点民生工程扎实
推进，切实保障公用事业项目、
建筑工地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主
动靠前服务，深入一线解忧帮
困，指导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制
订疫情防控应急方案，成立疫情
现场防控小组，建立人员管理台

账，配齐防疫物资，以“硬核”举措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做到了疫情
防控和水厂建设两手抓、两不误。

从去年开始，市城管局在全
市城管系统启动“强转树夯实履
职根基、创佳绩争做为民城管”
三年行动，目的是强弱项、补短
板、增亮点，内强素质、外树形
象，以新的作风、新的形象、新
的作为，推动城管事业健康发
展，打造“政治过硬、纪律严
明、执法为民、奋发有为”的新
时代城管执法队伍。助力南水北
调配套水厂建设，成为检验专项

行动成效的“试金石”。今年年
初以来，市城管局严格落实“一
线工作日”制度，由分管领导牵
头，责任科室负责，对复工复产
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逐个开展
实地检查，确保施工企业疫情防
控到位，助力项目建设安全高效
推进；现场办公解决企业复工复
产难题，针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企
业复工复产面临的道路破挖施工
受阻、安全围挡设置受限、建筑
垃圾 （渣土） 清运受阻等难题，
积极主动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
统筹安排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全

力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是

最大的政治。对于南水北调配套
水厂建设这样重大的民生工程，
市城管局高度重视，增强政治意
识，提高服务水平，把服务与开
展“强转树”专项行动有机结
合，锻炼了队伍，转变了作风，
树立了形象，在打造法治城管、
服务城管、百姓城管、科技城
管、和谐城管的征途上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

提高政治站位 推进民生工程
□郭 剑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按照可回收物、厨余
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9月10日上
午，针对生活垃圾如何分类投放，市城管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如是说。

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
圾，包括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织物
类、电器类和其他类。其中纸类有：报纸、书刊
杂志、复印纸等纸张，纸板纸箱，纸质包装等；
塑料类有：塑料袋、塑料瓶罐盒、塑料盆桶、泡
沫塑料、塑料玩具及用品、橡胶及其制品；玻璃
类有：玻璃瓶、玻璃杯、玻璃桌面、窗玻璃等；金
属类有：易拉罐、罐头盒、奶粉桶、玩具、餐具炊
具、剪刀、铁钉、衣架、金属办公用品等；织物类
有：衣物、床单、棉被、鞋、窗帘、毛绒玩
具等；电器类有：废弃计算机、打印机、复
印机、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电视机、
空调机等；其他类包括：其他具有可回收价
值的废弃物。在投放时，玻璃类可回收物应
小心轻放，以免割伤，宜袋装或密封装后投
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容器类可回收物应
倒净并清理干净后，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
器；纸类可回收物应尽量叠放整齐，拆开压扁
后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织物类可回收
物应打包整齐后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体
积大、整体性强或者需要拆分再处理的家
具、家电等大件垃圾，应当堆放至指定地
点，或者预约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上门收集
搬运。

有害垃圾是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又分为电池电子类、灯
管类、日用品类、药品类、其他类。其中，
电池电子类包括：含汞、镍氢、镍镉的充电
电池和纽扣电池以及废电路板；灯管类包
括：日光灯管、荧光灯管、节能灯、LED
灯；日用品类包括：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及

其包装物、废水银温度计、废水银血压计、废
胶片、相纸、硒鼓墨盒等；药品类包括：过期药
品、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其他类包括：废油漆和
溶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在投
放时，废弃日光灯管、荧光灯管投放时应轻拿
轻放，防止破损造成有害气体挥发至空气中造
成污染。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水银温度计、
废水银血压计、废油漆、废矿物油应保证无满
溢、抛洒、遗漏，防止有害溶剂污染地面。

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
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厨余
垃圾。其中，蔬菜瓜果类有：蔬菜、瓜果及其果
肉、果皮、果壳等；米面肉蛋类有：米饭、面条、
豆制品、鸡鸭鱼肉、动物内脏、小骨头、鱼刺、水
产及其加工品、肉蛋及其加工品等；食品调料
类有：各类饼干、糖果、巧克力、罐头等食
品，糖、味精等调料；其他类有：茶叶、中
药、咖啡渣，盆栽植物残枝落叶，动物饲料
等。该负责人说，餐饮经营者、单位食堂产
生的餐厨垃圾应投放到餐厨垃圾专门收集桶
内，不得掺杂桌布、废旧餐具、贝壳等不易
腐烂垃圾。禁止将餐厨垃圾提供给未取得餐
厨垃圾收运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厨余垃圾要
沥干水分后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内。

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以外的生活垃圾。包括，被污染的
纸张，即卫生纸、面巾纸、湿巾；无法再生
的生活用品，即受污染或者其他不可回收的
玻璃、塑料袋、塑料制品、陶瓷、妇女卫生
用品、海绵、尿片、一次性用具、织物等；
其他类，即烟蒂、尘土等。对于这类垃圾的
处理，装入垃圾袋并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即可。

生活垃圾分类咋投放，这里看过来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近
日，中站区城管局开展“文明
城 市 ” 专 项 集 中 整 治 行 动 ，
针 对 经 营 秩 序 、 市 容 秩 序 、
环 境 卫 生 等 方 面 进 行 治 理 ，
通过“抓重点、树新风”，夯
实工作基础，有序地推进文明
城市创建，焕发了城市文明新
气象。

今年年初以来，中站城管
局紧紧围绕打造“精致城市、
品质中站”战略目标，着眼于
常态化、长效化创建，始终致
力于提升城市综合实力、打造
美好生活环境，坚持“创建为
民、创建惠民”的理念，聚焦
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网格
化、精细化，以细心、耐心创
建中站新风貌。

针对个别经营商户出店经
营、占道经营现象，中站区城
管局加大对摊贩乱摆乱卖、乱

扔乱倒、乱堆乱放乱设置灯箱
广告招牌和落地广告招牌等现
象的查处和整治力度，采取疏
堵结合的方式，划定经营区
域，加强管理，严查违规行
为。该局城管大队大队长鲜邵
杰说：“整治后将按照定人定岗
定责的原则，加大日常管理力
度和频次，以此提高长效管理
水平。”目前，中站区城管局正
通过执法督查，对辖区门店逐
一排查。

一次次巡查、督导、攻
坚，不仅考验着城管队员们的
工作实际成效，更折射出中站
居民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
变。“以前道路坑坑洼洼，车辆
乱停乱放，现在路面卫生干净
了，还给划了停车位，生活环
境变得更舒心了。”9 月 1 日，
中站远华府郡居民刘阿姨笑着
说。

中站区城管局：

丰富城市内涵 提升生活品质

本报记者 高小豹

近年来，示范区坚持把“四城联
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
体，作为建设“三区一极”的重要抓
手，精心谋划、高位推动，辖区环境
面貌明显改善，城市功能日益完善，
城市形象有效提升，群众福祉不断增
进，文明素养日渐养成，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特别在今年“四城联创”关
键时期，在创建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
下，示范区城管局市政科涌现出了一
批爱岗敬业的先进模范——

市政科巡查队队员孙文鹏，负责辖
区日常市政设施维护和污水管网等工
作。几天前，因为黄河路污水管网堵塞，
造成慢车道冒污水，由于“水患”严重，孙
文鹏和同事们从下午工作到次日凌晨。

孙文鹏负责的路段是核心区，他
每天一遍一遍地巡查市政基础设施，
发现问题当日处理。由于长时间精神
高度集中，加之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在“创卫”工作刚经过一个紧张阶段后，
他发烧病倒了。

由于疫情并未结束，得知自己发
烧以后，孙文鹏赶紧上报，并做好防
护去医院进行检查。示范区城管局领
导让他多休息几天，孙文鹏却说：“我
只是普通发烧，休息两天就可以上
班，咱们科室人少任务多，我还可以
继续战斗。”

治病期间，他每天与市政公司对照
整改台账问题，把市政科工作信息报送
至工作群。原本7天的液体，他只输了3
天就回到单位继续投入“创文”工作。

郭永力是示范区城管局市政科电
工，主要负责示范区电力维护、路灯

照明、污水泵站、雾森喷淋等工作。
在市政科，郭永力年龄算是比较

大的，家住在焦北，平时都是坐公交
车上下班。虽然住得比较远，但从未
迟到过，每次都比科室的年轻人来得
早。

“四城联创”关键时期，路灯的亮
灯率非常重要。郭永力除了白天正常
工作，夜晚还得继续巡查辖区路灯，
发现问题在白天抓紧维修。每次巡查
结束后就到了深夜，公交车也都停运
了，他就在单位休息，一周回家次数
寥寥无几。然而他没有一句怨言和牢
骚，听到最多的就是：“我和大家一样
在做本职工作，大家都很辛苦。”

负责示范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市
政科控尘办队员康冰鑫，工作起来也是

“拼命三郎”。
因为科室人员少，康冰鑫负责几条

道路的市容秩序管理工作。在“创卫”验
收前几天，康冰鑫巡查发现碧莲路段工
地在人行道私设围挡放置管道，遂通知
工地负责人当日必须拆除。为了不影响

“创卫”与扬尘督导，康冰鑫主动说：“今
天我看着他们把围挡拆除，以后每天自
己开车去检查我们负责的路段，你们去
督导其他地方，碧莲路周边的工地也由
我负责。”待围挡拆除移除管道已是夜
间9时，康冰鑫仍未下班，继续开展夜
间扬尘督导工作。

曾经被周围同事当成小孩子看待
的康冰鑫，如今在示范区城管局也慢
慢成长为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四城联创”
创出了整洁有序的城市生活环境，提升
了市民生活品质，也检验了勤奋敬业、
勤政为民的人民城管，涌现出了一批爱
岗敬业的先进模范。

示范区城管局：爱岗敬业模范多

执行记者：高小豹
环卫人：贺景生
工作岗位：中站区环卫处

清扫所垃圾收运员
工作日志：有这样一个

人 ， 几 乎 每 天 天 不 亮 就 上
班，忙到天黑甚至更晚才能
下班，一心扑在工作上，默
默地付出与奉献。他就是中
站区环卫处清扫所垃圾收运
员贺景生。

今年 52 岁的贺景生，每
天早早把家里身体不好的妻
子安顿好后，骑着三轮车在
路灯的照射下，来到自己所
管辖的跃进路西段岗位上开
始工作。

由于跃进路大修，车辆靠
不到边，让本来就不好收集垃
圾的工作更加困难。贺景生克
服种种困难，认真的清掏各个

果皮箱。在不方便收集垃圾的
门店，他跑到门前一桶一桶地
拎出来装上车。

贺景生任劳任怨，扎实工
作，牢记“宁愿一人脏，换来
万人洁”的理念。每天收完垃
圾停好车，他就马上拿起扫帚
和环卫工人们一起清扫路面和
每一个卫生死角。为能顺利推
进“四城联创”，他更是提前上
班、推迟下班，确保所辖路段
干净整洁。

中站区环卫处主任仝复宝
说：“工作中贺景生一直都是兢
兢业业，从不讨价还价，舍小
家为大家。正是有了环卫工人
的辛勤付出，才有了现在的美
好生活环境，是他们用自己的
汗水把工作做到了极致，让环
境变得更加美好。”

图为贺景生正在清理垃圾。

挥洒汗水 贡献力量

执行记者：高小豹
环卫人：孙小江
工作岗位：雾炮车司机
工作日志：环卫人就如天

上闪闪的星星，尽管人们多数
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
却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

雾炮作业后能够实现缓解
高温、净化空气的效果，使
城 区 环 境 得 到 改 善 和 提 升 。
为解决扬尘问题，保持城市
环境质量，示范区城管局雾
炮 车 司 机 孙 小 江 不 畏 辛 苦 ，
用平凡的双手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演奏着城市洁净的交
响乐。尽管音符是那样的微
小，那样的普通，可他却在
自己特定的位置上奏出了悦
耳的声音。

巨型的炮筒对着空中喷射
白色水雾，不时地引起市民围
观拍照。一位市民说：“这车经
过之后，空气瞬间变得清新多
了，它相当于一个城市加湿器
啊！”

图为孙小江正在对环卫作
业车辆进行检修。

城市清洁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