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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焦作市十大新闻延伸阅读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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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98万市民全部用上优质
的南水北调水！2020年9月11日召开
的我市中心城区南水北调水全面通水
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一在我市城市
供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消息。

9 月 20 日，市天河北路塔南路至
山阳路段全部贯通。天河北路位于南
水北调焦作城区段北侧，全长 6421
米，红线宽度为36米，机动车道为双
向四车道，为总干渠两侧绿化景观带
的公园、广场、游园等休闲设施提供
了交通保证。

全力打造“公园城市”。南水北调
城区段绿化带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9.72
亿元，完成绿化种植106.7公顷。北部
山区生态复绿71.5平方公里，苏蔺体
育公园、沁泉湖公园以及60余个“口
袋公园”星罗棋布、点缀全城，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16.4平方米。新建改
建主次干道 96 条，城市品质显著提
升。改造提升城中村、棚户区 54 个，
农贸市场 18 个，背街小巷 161 条，老
旧小区859个，受益群众超90万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与
挑战，市委、市政府果断出台《焦作
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动员和激
励全市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更
好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水同治”工作跨进省辖市优秀
榜单前五名。高效利用水资源。实施
了引黄、引沁、引丹等水系连通工
程，有效解决地表水资源匮乏问题；
用足用好南水北调优质水资源。系统
修复水生态。综合治理水环境。投资
15.7 亿元综合整治，全域黑臭水体基
本消除，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达
97.28%。高标准打造精品工程。大沙
河生态治理是“四水同治”的标杆工
程，完成投资 32 亿元，绿化面积 333
公顷，形成了10公里长、220米至260
米宽的连续生态水面，是焦作水利建
设和城市发展史上一场宏大战役。

12 月 25 日，焦作城市门户 APP
“焦我办”上线，为市民提供多元统一
的服务渠道，切实让群众体会到大数
据技术带来的便利，大家动动手指，
即可轻松查询或办理业务。

市委、市政府致力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让所有的民生福祉、
生态红利，为人民群众带来满满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
民生福祉生态红利带来满满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记者 朱晓琳

近年来，我市以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为目标，把全生命周
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全过程，统筹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共融”，让宜居宜业的城市成为
人民群众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
托、心灵寄托，为人民群众奉献生态
红利、民生福祉，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书写了人与城市和谐发展
的新篇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落地焦作，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全域提质、突出精品的具体体
现。在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的
带动下，一大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
大工程实施，推动城市品质全面提
升，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让焦作更精致、有品质，出重彩、更
精彩！

一座幸福美好之城，需“颜值”
“气质”俱佳，“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表现在城市面貌不断美出新高度。

北部山区生态复绿 71.5 平方公
里，南水北调绿化带华丽蝶变，大沙
河涅槃重生，苏蔺体育公园、沁泉湖
公园以及60余个“口袋公园”星罗棋

布、点缀全城，中心城区绿地和生态
水面面积较 2016 年分别增加 690 公
顷、428.8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16.4平方米，新建改建主次干道96
条，全面消除建成区内 14 个黑臭水
体，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让 PM10、
PM2.5连续 4 年实现“双下降”，城市
环境大为改善，城市品质显著提升。
现在的焦作，山青、水秀、天蓝，不
是江南，胜似江南。“城在园中，园
在城中，路在景中，人在花中”的生
态宜居城市，把“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座幸福美好之城，需有鲜明的
民生底色，“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蕴含在宜居宜业的美好生活里。

市委、市政府顺应时代之需，答
好民生之问，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
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让
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目
前，中心城区近百万市民全部吃上了
丹江水，彻底告别了“守在南水北调
渠边吃不上丹江水”的尴尬局面；城
区14条总长46.3公里的黑臭水体全面
消除，城区 14.49 公里河道综合治理
工程全面铺开，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
南水北调生态退水，实现城区南水北
调渠以南 5 条纵向景观河道四季有
水、两岸四季常绿，城区的生态环境

和生态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16年以
来，实施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54 个，建成安置房 54288 套，征迁
31244户，改善了18万居民的生活环
境。2019 年 11 月住建部调研、2020
年 4 月全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会议，
均点名表扬我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
作成绩显著；天河北路塔南路至山阳
路段全部贯通，为南水北调焦作城区
段总干渠两侧绿化景观带的公园、广
场、游园等休闲设施提供了交通保
证；改造提升城中村、棚户区54个，
农贸市场18个，背街小巷161条，老
旧小区 859 个，受益群众超 90 万人；
市民小帮手APP“焦我办”上线，不
用跑腿动动手指，123项业务实现掌
上“一站式”办理，“互联网+政务服
务”迈出新步伐，城市进入移动办事
新时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
险与挑战，市委、市政府坚定落实

“六稳”“六保”，着力扩大内需，聚
焦重点群体保居民就业，坚决兜牢底
线保基本民生，强化纾困帮扶保市场
主体……一份份精彩、温暖的民生答
卷，让城市发展有温度更有力度。

一座幸福美好之城，需有强劲发
展前景，“精致城市、品质焦作”见
证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

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是我市实施

“生态立市”战略，建设“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所创造的伟大奇迹。
大沙河实现了由昔日的臭水沟向“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优质生态环
境的蝶变，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四水
同治”重大工程建设的示范工程。大
沙河的精致和品质不仅可感受、可体
会、可回味，随着吸引力、知名度的
不断上升，大沙河已成为我市的新名
片、新地标。为了实现“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的目标，我市坚持以产业
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创
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构建郑焦一
体化新格局，精致与品质内涵正不断
深化为我市创新赋能、凝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随着郑焦一体化的深入
发展、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的不断推进，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总部经济、高端商务、科研创
新等层次水平高、亩均效益好、科技含
量足的业态将布局大沙河沿岸，大沙河
将成为未来我市新的发展中心、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承接地、城市转型发展
的新引擎、未来焦作发展的中心轴。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
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了进一步提
升“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内涵，把我
市建设成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
范城市，怀川儿女重整行装再出发。

““精致城市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品质焦作””的怀川嬗变的怀川嬗变

“Z世代青年”：外地同学来
焦作，我不但可以陪他们去云
台山、神农山、青天河，还可
以骄傲地领他们逛城区。大沙
河湿地公园，最让他们感到震
撼，不愧是谋划长远、造福子
孙的大手笔工程。焦作，不是
江南，胜似江南。

“小马哥”：大小公园越来
越多，整个城区就是个漂亮的
大公园。公园的品质代表了一
个城市的品位。焦作，我看行！

“北方的狼”：就 在 几 年
前，焦作城区几条河，不是干
河，就是臭河。现在，这些河
道都在整治，水越来越多，水
变清了，两岸变美了，真是越
来越有大城市的范儿。

“天冷心热”：过去吃地下
水，看到水壶里的水垢我就头
皮 发 麻 ， 瞬 间 就 喝 不 下 去 水
了。用上南水北调工程引来的
丹江水后，再不会为水垢而头
疼啦，水质好，仔细品品还有
点甜呢！

（本报记者赵改玲整理）

近年来，我市不断解放思想，学习
外地经验，市园林绿化中心持续贯彻

“建城先建园，老城+公园，新城公
园+”的理念，将整座城市作为一个综
合景区进行总体规划，打造“水绿相
映、绿路相依、城园一体、人园共生”
的特色城市，通过实施“6111”园林绿
化系统建设，不断推进生态园林城市创
建，实现城市绿地品质大提升，让居民
尽享绿色福利。

实施县 （市） 公园绿地建设工程。
各 县 （市） 按 照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创 建

“6111”系统工程的要求，六县（市）突
出特色，建设67公顷以上公园绿地，很
好体现了物种的多样性和绿化景观效果。

构建城区公园绿地体系。在城市建
设规划10处面积在67公顷以上的公园绿
地，构建全市城市公园体系。市区基本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焦
作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6.73%，绿
化覆盖率突破41.95%，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16.4平方米。

健全城市绿道网络，完成 100 公里
绿道建设任务。完善城市宜居功能，开
展拆墙透绿、建设 100 个“口袋公园”
和城市立体绿化工作。初步形成城市公
园体系和绿道网络，推动焦作由“城市
公园”向“公园城市”迈进。

打造城市道路景观亮点，全面提升
城市主次干道绿化景观，推动国土绿化
提速，积极组织义务植树活动，启动创
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开展好园林城市
（县城）和省、市级园林单位（小区）创
建活动，建设森林焦作。

（本报记者朱晓琳采访实录）

市园林局党组书记范杰：

焦作迎来公园城市新境界

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工程西起丰
收路，东至中原路，长约10公里，涉及
解放、山阳两城区的3个街道13个村的
征迁。总干渠征迁后，水质保护配套工
程绿化带建设搁置8年之久，社会普遍
关注，群众反映强烈，成为检验焦作市
委、市政府是否担当作为的焦点问题。

2016年，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综合研判，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果断作出了“举全市之
力干成之”的决策部署。2017年，我市仅
用4个月时间，一举完成了总投资23亿元
的绿化带征迁任务，搬迁群众4008户1.8
万人，拆除房屋176万平方米。之后，又
一鼓作气，将绿化带两侧的南水北调改
造提升区13个城中村一并征迁，拆除房
屋 469 万平方米，征迁总投资达 78 亿
元，迁移人口之多、拆迁规模之大、推
进速度之快，创造了焦作城建史上的奇
迹，铸就了“忠诚担当、顽强拼搏、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南水北调焦作精神。
截至目前，“水袖流云”“枫林晚

秋”“诗画太行”等12个节点公园全部
建成开放，形成了一道“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色、冬有景”的亮丽风景线，
呈现出凝翠叠绿、姹紫嫣红、游人如织
的精美画卷，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
点赞，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学习强国等中央媒体10余次报道推
送。2020 年 7 月 1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
时隔两年再次调研我市南水北调绿化带
建设时指出：焦作市践行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了总干渠
水质，改善了城市环境，让老百姓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

2020年，绿化带工程全面完工，中
心城区新增绿地 268 公顷，构筑了一渠
清水永续北送的安全屏障，谱写了“精
致城市、品质焦作”的绚丽篇章！

（本报记者朱晓琳采访实录）

市南水北调城区办四级调研员李小双：

谱写“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绚丽篇章

2020年8月26日，南水北调配套水
厂建设的最后一个节点——府城水厂牧
野加压泵站成功并网运行，这标志着我
市中心城区近百万市民全部用上了丹江
水。

这一天，市水务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眼含热泪，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为了让
城区居民早日喝上丹江水，市水务公司
秉承“让市民满意、让政府放心”的宗
旨，不讲困难、不计代价，作出了不懈
努力和巨大牺牲。

广大工程建设者为如期完成工程建
设任务，日夜奋战、殚精竭虑、无私奉
献、无怨无悔，不仅按时间节点完成任
务，还确保把项目建成全国、全省一流
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一穿城而

过的城市，我市2011年就确立了以南水
北调水替代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的
战略目标。2016年，南水北调配套水厂
建设纳入我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
目。2017年7月，苏蔺水厂一期开工建
设；2018年6月，府城水厂一期开工建
设；2020年6月，中心城区与中站区供
水管网之间首次实现互联互通；2020年
8月26日起，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的
最后一个节点——府城水厂牧野加压泵
站成功并网运行。至此，市政府仅用不
到3年的时间如期让中心城区近百万市
民喝上了甘甜的丹江水，对于更好地造
福全市人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为
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城市提供了重要
保障。 （本报记者朱晓琳采访实录）

市水务公司总经理张涛：

喝上丹江水 乐享新生活

⬅市民在街头公园游玩。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市区主干
道两侧绿化环境
优 美 。 本 报 记
者 翟鹏程 摄

➡改造升级后的月季公园。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蓝天白云，绿意盎然，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升了焦作人的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苏蔺体育公园全景。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市瓮涧河综合整治项
目恩达路至丰收路段注水后
景色怡人。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