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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行之焦作故事
焦作

引来玉带穿城过
□本报记者 李建华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穿越黄河以
后，在太行山下横穿焦作市，蜿蜒北去，
直通京津。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隋唐大运
河永济渠，始于焦作，直通涿州（北京
西）。如今在博爱、
修武、
武陟等地，
还有
永济渠延用至明清时期的运粮河遗迹。
从永济渠到运粮河运送的是粮食
和其他物资，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所输
送的是一渠清水，都是关系国家命脉的
战略资源。
焦作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一穿
越中心城区的城市，
全长 76.41 公里，
途
经温县、
博爱、
修武等7个县（区），
17个乡
（镇）、
办事处，
98个行政村；
工程占用永久
用地1.57万亩，
临时用地1.58万亩；
共拆
除各类建筑 74 万平方米，
安置搬迁群众
4368 户 1.67 万人。于 2010 年荣获全国
南水北调工程征迁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为了这一国家工程，
焦作市广大干部
群众所付出的远远超越了这些冰冷的数
字，
奉献的是无数人滚烫的心血和汗水，
是巨大的牺牲和无私大爱。
如今，
焦作市人民正用唱响怀川大地
的南水北调精神，
描绘转型发展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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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名片

温情征迁共建和谐之城

焦作市各级党委、政府将南水北调工程征
迁安置等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市委书记孙
立坤主持召开的有关南水北调的各类座谈会、
现 场 办 公 会 超 过 100 次 。 该 市 高 扬“ 以 人 为
本，和谐征迁”主旋律，创新“刚性政策、亲情拆
迁”等先进理念，充分发挥计划、组织、协调、监
督等职能，组织 2000 多名机关干部入户，探索
和推行了征迁宣传动员“六到家”
（调查摸底工
作做到家、征求意见工作做到家、政策宣传工
作做到家、排忧解难工作做到家、沟通疏导工
作做到家、法律咨询工作做到家）、征迁服务工
作“六到位”
（强化责任到位、能力建设到位、示
范引路到位、搬迁服务到位、监督保证到位、依
法裁决到位）、安置配套措施“六落实”
（政策公
开制度落实、承诺内容落实、统筹发展机制落

作为资源型城市，
焦作转型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但进入转型攻坚阶段后，往哪转、如何
转，
是摆在焦作市委、
市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自
2013年初，
焦作市推出了
“十大建设”
规划。
焦作市委书记孙立坤说：
“
‘十大建设’是焦
作转型攻坚中转方式、调结构、强基础、促发展
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
”
“十大建设”
规模庞大，
包括铁路建设、
公路建
设、
能源建设、
水利建设、
生态建设、
信息化建设、
新
区和产业聚集区、
教育事业、
文化体育事业、
开放型
经济等十项内容，
涉及基础设施、
产业调整、
生态重

新体育中心鸟瞰

建等方面，
总投资831.7亿元，
三年完成。
两年过去了，
“十大建设”
进展如何呢？
在焦作
“十大建设”
中，
铁路、
公路、
能源、
海关、
体育设施、
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占比重最大，
着眼的是对人流、
物流、
信息流等现代经济要素吸
引能力与对外辐射能力，
着眼的是对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支撑能力。如今，
郑焦城际铁路全线铺
轨接近完成，
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
桃花峪黄河大
桥已建成通车一年；
焦作海关已经建成运行；
国际
太极拳文化交流中心暨全民健身中心作为省运
会主场馆，
已投入使用，
惊艳了全省与会运动员。

在焦作“十大建设”中，新区和产业集聚区
10 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专项行动计划，着眼的是
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后劲。这项计划围绕培育
壮大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循环化工、
铝深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六大产业，以高科
技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今
年 1~8 月份，焦作市新开工项目 404 个，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038.7 亿元，同比增长 19.3%。其
中新开工投资 1 亿元以上项目 222 个、10 亿元
以 上 项 目 18 个 。 全 市 产 业 集 聚 区 完 成 投 资
656.5 亿元，同比增长 31%。

南水北调干渠从市中心穿过

政府规划生态宜居宜业宜游区

大沙河湿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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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领导包户制度落实、激励约束机制落实、人 她说：
“作为共产党员，我深知没有‘大家’哪来
性化操作落实）。从长远发展出发，着力维护 ‘小家’的道理，
付出再多也值。
”
征迁群众的合法利益，出台了一系列优惠、保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苏家作乡苏家作村的张
障政策，使征迁群众思想稳定、生产发展、生活 明亮是有名的养猪能手，一年少说也要出栏
改善。
500 头猪。当时，他的猪场有 160 头存栏，大多
为了南水北调工程，焦作每一个与工程有 在 70 公斤左右，正是长膘的最佳时期。但为了
关的干部群众，都有一个为国家工程作出牺牲 国家工程，他一咬牙把这些半桩子猪全卖了。
和贡献的动人故事。
由于买家趁机压价，再加上搬运时吓死 4 头猪，
马村区阳光社区跃北街道主任李冬梅带头 张明亮一算，连死带赔损失了 3 万多元。
签订了搬迁协议，因多重原因两年时间搬了 7
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焦作
次家，租住的房屋被大雪压塌，丈夫也出了意 取得了总干渠沿线居民搬迁 100%，移交工程用
外，家具电器更是损失惨重，但她仍不分昼夜地 地 100%，搬迁居民安置 100%，未发生一起强行
一户一户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仔 拆迁、行政诉讼、群众集体上访事件的喜人成
细了解各家的难处和倾听他们的需求，努力帮 绩，于 2010 年荣获全国南水北调工程征迁工作
助大家解决困难，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先进集体称号。

2“十大建设”升级转型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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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城市水系，重建绿色生态，形成河相通、
水相连，城中清水流、碧波映山城的美丽景观，是
焦作市“十大建设”的重中之重。生态建设具有
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通过城
市水系建设，不仅能大大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城市价值，
而且有利于建设国际知名旅游之城、山水园林之
城和生态宜居之城。
焦作市城市水系建设正由蓝图化为现实。
截至目前，已完成大沙河迎宾路两侧 50 年一遇防
洪工程，形成了 5.4 公里长、120 米宽的景观水面；
灵泉湖水库 1000 亩水面已形成水天一色的美景；
影视湖水库完成一期工程三道挡水堰建设；大沙
河带状湿地完成全长 10 公里主体工程；引黄入焦
干渠工程全部完工，黄河水已引入大沙河，新增
引黄灌溉面积 158.5 万亩，在今年夏季抗旱救灾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引黄入焦工程的快速推进，一渠酣畅的
清流，
今年已经直送城市水系，
结束了焦作市城区
多年来不用黄河水的历史。
“半城碧水映山色，百
里莺啼闻花香”
，
这一承载几代怀川儿女梦想的美
好愿景，
随着黄河水的引入将逐步变成现实。
从灵泉湖引水，经普济河、黑河，将清水送入
龙源湖，再经黑河、新河，将水送入东湖的水循环
系统成为现实。龙源湖建成以来首次引地表水入
湖成功，
再现飞鸟成群的水面景观和动人景象。
12 公里长的大沙河带状湿地工程正在建设
中。大沙河带状湿地堤外是 50 米绿化长廊和 4
米宽绿色国际自行车赛道，河道内栽种以芦苇、
蒲草、荷花、红柳为主的生态水生植物。该湿地
可形成生态体验区、水景观区、水天一色区、荷塘
垂钓区和亲水游园、田园风景游园等壮美景观，
为市民提供郊游、休闲、健身、野趣的好去处。

名拳 太极拳
名山 云台山 神农山 青天河
名药 四大怀药

据了解，焦作市政府正加紧商务中心区和
特色商业区的规划建设，规划焦作市新河商务
中心区，准备出让的 8 宗建设用地，均位于市区
核心地段（见示意图和具体介绍），这些地块依
水傍河，所规划项目宜商宜居宜业，建成以后，
将与碧波荡漾、河清水秀的城市水系共同构成
一个水在城中、城在水中的美丽新焦作。
AJGT2014-16 号，位于山阳区山阳路东
侧、
龙源路北侧，
太极文化广场西南角，
出让土地
面积为 75642 平方米（合 113.46 亩），规划指标：
容积率≤2.5；建筑密度≤40%；绿地率≥35％；
建筑高度≤60m；商业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50%。用途：商住。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
周边成熟开发楼盘有建业森林半岛、新东润—
奥体公馆、远大山阳春天，已形成成熟住宅连片
区域，北侧即为焦作市太极拳文化交流中心（河
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举办
场地），
绿地环绕，
是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BJGT2014-17-2 号，位于山阳区人民路

乳制品加工企业蒙牛乳业（焦作
焦作）
）有限公司

祥商业街、丹尼斯购物广场环绕项目地块，商业
价值凸显。建行、中行、解放区法院检察院、幼
儿园等单位齐全，项目东侧即为占地 1700 亩的
龙源湖公园。
DJGT2014-20 号，位于焦作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碧莲路北、文汇路西侧、一中校区东，
出让土地面积为 96285 平方米（合 144.43 亩），
规划指标：容积率≤2.8；建筑密度≤22%；绿地
率≥35％；商业占总建筑面积≤5%。用途：住
宅（配建商业）。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地
块西侧即为焦作市最优高中——焦作市第一中
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河
南工信学院均在碧莲路、山阳路两侧，是打造学
区房不可多得的优势项目地块。
EJGT2013-36 号，位于马村区人民路北
侧、文鑫路西侧、规划中兴路东侧，出让面积
7.3337 公顷（合 110 亩），
其中地块一 6.7481 公顷
（合 101.22 亩，用途为商住，用途为商服、住宅），
容积率≤2.3；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
商业占总建筑面积≤9%；
地块二 0.5856 公顷（合
南侧、翁涧河东侧、新焦作大学东侧，出让土地 8.78 亩）；容积率≤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
面积为 57432 平方米（合 86.15 亩）。规划指标： ≥20%；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
交通便利。
容积率≤2.9；建筑密度≤20%；绿地率≥35％；
FJGT2014-12-2 号，
位于马村区文昌路东
建筑高度≤75m。用途：住宅。项目地块优势 侧、人民路南侧，出让面积 10.7271 公顷（合 161
及周边配套：瓮涧河改造后形成河流环绕该地 亩），其中地块一 6.9574 公顷（合 104.36 亩），容
块，北临焦作市主干道人民路，西临文汇路，焦 积率≤3.0；
建筑密度≤55%；
绿地率≥5％，
用途
作市海关、山阳区法院、焦作市检察院、焦作大 为批发零售商业用地；地块二 3.7697 公顷（合
学等均在周边，
行政单位齐全，
配套完善。
56.55 亩）；容积率≤2.0；建筑密度≤50%；绿地
CJGT2014-18 号，位于解放区民主南路 率≥5％。用途为商服。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
与 丰 收 路 交 叉 口 东 南 角 ，出 让 土 地 面 积 为 配套：
交通便利，
拟打造焦作最大的中原商贸区。
44877 平方米（合 67.32 亩），规划
GJGT2014-23 号，人民路北侧、西经大道
指标：地块一容积率≤2.8；建筑密 两侧，面积 600340 平方米（900 亩），容积率≤
度≤30%；绿地率≥20％，地块二 2.45；建筑密度≤20%；绿地率≥30%。用途为
容积率≤2.8；建筑密度≤20%；绿 商住。优势：
拟打造焦作最大的综合住宅小区。
地率≥35％。用途：地块一商业、
H:JGT2014-24 号，丰收路南侧、职教园区
商务用地（不得用于批发市场用 东侧，中原路东侧，出让面积 400200 平方米（合
地），地块二住宅。项目地块优势 600 亩），用途为住宅、商业，容积率≤2.5；建筑
及周边配套：该地块地处焦作市核 密度≤40%；绿地率≥35%。优势：
打造学区房
心商业圈，王府井商业综合体、锦 不可多得的优势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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