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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仅是
一项工程、一个目标、一项事业，也
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的追求。而终极目的是要把汝州
真正变成一座特色鲜明的现代化
新城。

站在刚建好的休闲广场上，
50多岁的城垣南路居民王宝林
说：“文明创建可是让这里大变样
了。建起了文化大院，设立了健身
中心、农家书屋，水泥路修到了家
门口，还装上了路灯。咱老百姓的
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去年以来，汝州市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
构建文明和谐社会、提高城乡文明
程度、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为主
要任务，以评选星级文明村（居）和
星级文明户活动为载体，广泛深入
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为此，汝州市委把文明创建各
项目标任务纳入综合目标考评，明
确职责，落实任务，严格奖惩，形成
层层抓落实的创建领导体系，成立
专门考核组，采取实地考核、群众
评议和媒体公示等方法，保证把创
建目标落到实处。同时，印发《汝
州市星级文明村（居）评选管理办
法（试行）》小册子30000余本，发
放到全市广大群众手中，给予文明
村（居）老人免费体检、生活补贴，
并在支农资金奖补、优惠政策帮扶
等方面优先支持。累计评选264
个星级文明村、2300户十星级文
明户，130名汝州新乡贤人物、85
名道德模范，汝州市连续两届获得
省级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实现省级
双拥模范城“四连冠”。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指出：
“开展文明村、文明户评选活动，是
汝州市在德治建设上的有益探索，
也是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凝眸汝州：古城豪情新风满怀

城市形象的改变，是在一点一
滴的变化中体现的。

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
镇功能，汝州市以“城市规模做大，
基础做实，功能做优，环境做美”为
目标，总投资44.0546亿元、全长
58.5公里的汝登高速建成通车；城
区七条精品道路整治工程基本完
工，10条主次干道、6个出入市口
综合整治启动实施；产业集聚区污
水处理厂已投产使用，城西庙下和
纸坊石庄污水处理厂已基本建成，
城东污水处理厂、城市集中供暖工
程正在加紧施工，天然气管道改造
项目迅速推进。2016年，我市七
大产业园区和城区居民将全部完
成置换，天然气安装率将达到

100%，并逐步向乡镇延伸，城市集
中供热主支管网铺设已全面开工，
预计到今年年底基本完工。届时，
汝州城区部分区域将使用24小时
不间断的集中供热服务；第三水厂
项目、望嵩文化广场、207国道改
线等项目顺利推进；47个街头游
园、花园对市民开放，新增城市绿
地114万平方米;新建幼儿园45
所、中小学8所，高标准规划建设
三级甲等医院，完成9所乡镇卫生
院和144个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

为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生活
环境质量，提高城市品位，汝州市
城市管理工作突出了精细化。一
是按照“四净五无”卫生标准，认真

做好垃圾“日产日清日处理”和道
路清扫防扬尘工作，全年清运、处
理生活垃圾8万余吨。二是以国
家园林城市创建为契机，做好市区
公园、游园、道路绿化管养工作，完
成了朝阳路景观绿化、北环路绿化
和广成路、风穴路、丹阳路、西环
路、东环路、南环路、高速引线、城
垣北路等道路及中心广场、工会游
园、火车站广场、地矿游园等绿化
补植，年内补植、新植各类苗木花
卉25万株、景观树6000余棵、花
灌木11万多株，新建绿地15万余
平方米，净增城市景观绿化总面积
95100平方米。三是做好路灯设
施养护，维修各类景观、照明灯具
3800 盏次，安装更换 LED 路灯

2100盏，排除各类系统故障37台
次，恢复地埋电缆19处。四是规
范户外广告管理，全年审批门头广
告167处，设置更换公益广告330
余处，查处不规范门头广告 175
起，拆除、清理墙体广告、横幅、“门
头胡子”、灯箱广告等850余起。
五是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雨水井
盖及窨井盖800余处，查处破坏市
政设施的行为110余起，下发处罚
通知书106份，有效保护了市政设
施完好。六是落实并完善生产运
行管理制度，确保污水处理稳定运
行和达标排放。累计处理净化污
水960万吨，COD减排 2236吨，
运送填埋污泥7775吨，污水处理
率达95%以上。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桂焱炜 郭如垒 文图

流淌千年的北汝河缓缓地从汝州城中穿过，碧波荡漾的河水映射出了汝州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诠释着这座古城的繁华与兴盛，
不经意间，它蜿蜒如丝带般的身姿悄然变化，蓦然增添了新的魅力和时尚。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设施从无到有，一条条街道重现青春……街道旁，树绿花红，摇曳生姿；道路边，车辆停放井然有序。
公园里，社区内，鸟语花香，干净的石凳、长廊、凉亭，笑意盈盈的人们，一派温馨和谐的景象，汝州这个正在崛起的城市逐步展露出大气
洋气、清新靓丽的新风采，那些看得见的变化，那些不经意间的惊喜，让满是古韵新风的汝州城变得愈来愈美丽、愈来愈温馨。

千余辆公共自行车“安家”汝州

“专家对咱汝州的定位很
准，只有这样发展咱汝州住着才
会更舒适，老百姓才会更喜欢。”
当记者就汝州城市规划方面老
百姓的看法进行采访时，正在汝
州市工人文化宫游园健身的某
单位退休干部曹树山激动地说。

去年以来，汝州市立足策划
先行、规划引领，确立了“汝瓷文
化名城、山水宜居绿城、豫西南
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
做到“一个汝州、一本规划、一张
蓝图”，着力构建“两基地三中
心”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以先
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工业
基地，发展壮大机械装备、汽车
及零部件两大装备制造产业，加
快培育机绣纺织、生物医药两大
新兴主导产业，改造提升能源化
工、食品加工两大传统支柱产
业，形成“3个二”工业发展新体
系；打造以都市休闲观光农业为
主的现代农业基地，坚持以一二
三产融合为发展方向，建设“一
河九园”休闲农业特区，力争
2020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以上来自于二三产业附加
值增收，专业合作社覆盖70%以
上农户；打造区域性“互联网+”
电子商务大数据中心，加快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培育大数据全产
业链，实施“云上汝州”行动计
划，争创省级、国家级智慧城市；

打造区域性金融服务及商贸物
流中心，建设金融服务核心街
区，组建汝州商业银行，打造商
务中心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两
大核心商圈，构建现代物流网络
体系，建设豫西南商品集散地；
打造区域性教育医疗健康养老
休闲中心，形成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职业教育等各个层次
的教育品牌，打造2到3个国内
知名、省内一流的临床重点专
科，培育10家以上健康服务知
名品牌；加快汝瓷小镇、温泉小
镇、云禅小镇建设，形成具有辐
射带动能力的市域副中心；强化
镇域支撑能力，分类推进新农村
建设，打造以“中心城区为核心、
特色小镇为副中心、镇域经济为
支撑、新农村为基点”的全域一
体化发展格局。

同时围绕向先进制造业新兴
城市转型的目标，坚持承接产业
转移和瞄准新业态趋势“两手
抓”，云绣农民工返乡创业园、森
地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重大项目
建成投产，第三产业实现重大突
破，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二产，比
重提升14.6个百分点。被评为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科普示
范市，赢得了加快发展的先机。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说：
“总体规划修编，绘就了汝州城
乡发展的美好蓝图。”

城市规划高大上

国家卫生城市是一个城市
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志。“创卫”不仅关系一个地区的
环境卫生面貌、人民健康素质，
还对经济社会发展、投资创业环
境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创卫’之前，俺家门前的
小路上垃圾成堆，墙角那边的垃
圾堆整天散发着臭气。没想到，
现在变得这么干净。”10月 14
日，城垣路老瓜坑小区的一位大
娘高兴地告诉记者。

2016年新年伊始，汝州市
委书记高建军在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攻坚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市
要围绕建设山水宜居绿城的总
目标，全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
活力、具有汝州特色的现代化城
市，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心、更美好。5月7日，在市
四大班子（扩大）会上，高建军再
次提出，要向更高标准冲刺，向
全市人民发出了创建健康城市
的战斗动员令，以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为突破口，努力打造海绵城
市、智慧城市、田园城市、健康城
市、文明城市和旅游城市的“六
型城市”宏伟战略目标。

宏图绘就，号角吹响！一场
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市容市貌、
提升城市品质为主要内容的全民

“创卫”攻坚战，在汝州大地拉开
帷幕。该市先后投入资金1800
余万元，新建公厕24座，升级改

造28座；新建垃圾中转站9座，
升级改造25座；增添环卫清扫车
辆176台，新配备垃圾箱1800
个；新建生活污水管网8.7公里。
城区垃圾清运率达到100%，机
械化清扫率达70%，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92.5%，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97%。积极实
施畅通工程，先后开展城区“六横
九纵”升级改造、背街小巷改造、
社区道路修补等工程，改造城市

“动脉”30公里，疏通硬化“毛细
血管”70余公里，硬化城区主次
干道通道口60余处，居民出行更
加便捷。见缝插绿工程快速推
进，共新增绿地面积15712平方
米；滨河公园、望嵩文化广场、体
育中心公园、人大游园等公园建
设正在有序进行。实施精品道路
建设工程，新增设景观灯470多
盏，路灯6340余盏，实现了道路、
桥梁、楼体、牌匾、广告灯箱等的
统一亮化，提升了精品道路形象。

如今的汝州，无论清晨或者
黄昏，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
头，享受着城市的优美环境。走
在路上，看到的是绿的树、红的
花，洁净的路面、有序的交通，神
清气爽，心旷神怡。汝州人正用

“创卫”的彩笔描绘一幅天蓝、地
净、水清、人和的美丽画卷，一座
海绵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
复合城市“四位一体”的宜居之
城正渐渐浮现。

创卫攻坚展新姿

文明创建结硕果

这些改变，看得见，摸得着；
这些改变，无边界，有力量。

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发生。
是什么使汝州发生了如此大的
变化？不用多说，广大市民一定
已真切体会到、感受到了。

这些变化，得益于汝州市
委、市政府用大手笔绘就的大气
魄、高起点、超常规、快速度、大
跨度、跳跃式的鸿篇巨制。得益
于汝州市委、市政府按照“保底
线、保民生、保运转、创环境、求
发展”的总要求，突出“打基础、
上项目、惠民生”的总基调，强化
项目建设的总抓手，大力实施产
业转型、基础支撑、新型城镇化、
民生改善、文明道德和党的建设
工程，努力走出了一条“汝和万
事兴、汝升万事兴、汝美万事兴”
的科学发展之路。

更得益于市委、市政府抓规
划，创新思维，明方向；立项目，
力推进度，出形象；广招商，注入
活力，成特色；融资金，算好细
账，促双赢；转作风，“三严三
实”，抢服务。坚持以“环境建设
年、项目建设年、作风建设年”三
大活动统领各项工作，全面由省
直管后抢抓建设区域性中心城
市的重大机遇，启动编制了科学
合理的发展规划，采取了诸多行
之有效的措施，形成了符合汝州
实际的发展思路，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效。
有梦想才有方向。汝州市

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始终坚定
敢于担当、勇争一流的发展信
心，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奋力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为
建设生态智慧健康文明幸福的
区域性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为全市指明了发展方向，全市人
民都将怀揣美好梦想，凝聚共
识，激发干劲，奋力拼搏，创新实
干，汇聚起推动汝州发展的强大
力量，让一个个美好梦想照进现
实，并最终成为共筑“中国梦”的
汝州力量。汝州，将成为一座海
绵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复
合城市“四位一体”的宜居之城。

打造宜居城市，建设生态汝
州、智慧汝州、健康汝州、文明汝
州、幸福汝州，是很多汝州人心
中挥之不去的绚丽梦想，是汝州
城市建设进行曲中早就呼之欲
出的一个美妙音符。现在，我们
已经走在朝着梦想之境前行的
路上，我们充满了激情和期待。
这些变化，让汝州收获了荣光，
让汝州百姓收获了梦想。

汝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
城市，一定能够让每一个人真切
地感受到和谐的生生气息，真切
地聆听到一个关于幸福生活的
梦想：汝州的明天，更美好。

万里晴空，湛蓝湛蓝的，极
明，极静，极宽广。放眼望去，让
人顿觉视野开阔，心旷神怡。有
网友惊呼：这不是汝瓷天蓝釉的
颜色吗？站在汝河岸边眺望，青
山绿水、红花白鹭，交相辉映，相
映成趣，真可谓一湾碧水惹人
醉，“美了人心美了江山”。

这不是电影场景，也不是摄
影画卷，而是汝州近来的真实写
照。

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汝州
市环保曾面临严峻形势。面对
压力，该市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
起来，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对承
担的工作任务亲自研究、亲自部
署、亲自推进。坚持问题导向，
专项规划设计，突出重点、治防
结合、综合施策。对小石灰窑、
小炼油厂、小炼焦厂等“五小”

“十五小”企业进行综合整治，强
化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监
管，推进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根本
改善。同时把扬尘专项治理作

为近期的督查重点，一周一督
查、一周一通报，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跟进，做好后续督查，确保
工作实效。

自今年6月份以来，该市围
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PM2.5和
PM10等关键指标，突出对重点
区域、重点项目、重点道路、重点
企业的治理；通过全市上下的共
同努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得到
了显著提升。从6月22日到9月
21日，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了90天，相比去年同期的
61天增加了47.54%。

每天清晨呼吸着清爽湿润的
空气，行走在干净整洁的路上，和
朝阳一起迎接新的美好一天是近
段时间来汝州市民新的生活面
貌。绿树百花总是一副精神抖擞
的模样，原来熟悉的那个城市逐
渐以悄无声息的变化展现其别样
的魅力，120万汝州人民追逐的
碧水蓝天“汝州梦”，正变得越来
越美丽、愈来愈清晰。

市容环境大变样

“真没想到老家的变化这么
大,市区比以前干净多了,更让我
惊讶的是,咱市区竟然配备了公
共自行车!”“十一”黄金周期间,回
汝州探亲的刘强在谈起自己家乡
变化时激动地说。

刘强提到的公共自行车是最
近在汝州市投入运营的公共自行
车运营服务。据了解,公共自行
车运营服务是汝州市强力推进的
一项便民举措，该项服务的正式
启动，标志着该市又一项民生实
事落到了实处。

“民以食为天”，曾几何时，汝
州夜市摊“遍地开花”。但夜市摊
在方便食客品尝美食的同时，也
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乱停乱放、
占道经营、堵塞交通、无证经营、
管理难等问题成为了城市管理的
短板，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针对夜市摊的混乱状况，汝
州市科学谋划，在摸清实际情况
的基础上，联合卫生部门、综合执
法局、食药监局、工商局等部门共
同发力。截至目前，汝州市共取
缔夜市摊点11个，指定城垣北路、
酒厂路和望嵩南路三个夜市点为
夜市专用点，目前已投入使用并
有90余个证照齐全的夜市摊贩
入驻经营。每处夜市均由自治委
员会按照“统一经营时间”“统一
餐车外观”“统一桌椅”“统一遮阳
雨篷”“统一餐具”“统一地面铺
设”“统一垃圾容器”“统一着装”

“统一亮证”的“九统一”管理标准
具体管理。

通过治理，汝州的夜市摊实
现了完美嬗变，已经成为了这座
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基础设施大改观

扬尘治理带来新气象

于无声处有巨变

文明之花开遍汝州大地

汝瓷小镇效果图

建设中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园

创卫让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