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坚持科
学发展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举止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
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

2015年2月28日，许昌市历经15年的砥砺
奋进，最终跻身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国家园林城市，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园林城市标准》评选出
的分布均衡、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景观优美，
人居生态环境清新舒适、安全宜人的城市，是
国内重要的城市品牌之一。

2006 年 1 月，建设部正式发文，命名许昌
市为“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以森林
植被为主体，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
展，各项建设指标达到标准并经国家林业主管
部门批准授牌的城市。

2007年5月9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
局向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许昌市授牌，是我
省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评选命名的国家级
卫生优秀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城市品牌之一。

2009年 1 月 3日，许昌市正式被命名为国
家卫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创建须依据《创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检查标准》，达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标准
的要求，国家旅游局验收组对创优城市检查验收。

2004年12月 20日，许昌市正式成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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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创出的
部分国家级“城市名片”

相关链接

从创“三城”到“四城同创”再到“五城联创”，变化的是名称，不变的是情怀

五城联创创出许昌“精气神”

15年坚持不懈的创建，许昌老百
姓切身感受到了创建带来的可喜变
化。

文峰广场晨练老人感受着由创建
带来的惬意，律师赵萍和网友讨论最
频繁的是“家乡变美了”，开出租车的
李师傅则感到城市漂亮了，行车更方
便了，“这都是创建的功劳”。

步入今日许昌城，你会感受到这里
环境宜居，文明新风扑面来：散布中心城
区、乔灌花草等合理配置的大小广场、游
园精巧别致，人们在其中幸福地休憩、游
玩；大街小巷干净、整洁，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超过9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到40%，“中原绿肺”名不虚传……

创建，既有看得见的“硬”环境改善，
也有看不见的“软”环境提升。许昌行政
审批事项经过10次压减“瘦身”，仅保留
市级行政审批项目98项，实现了审批项
目全省最少、审批时限全省最短。许昌的
工业竞争力在全省位居第三位，民营经济
实力雄厚。在省工商联公布的“2015河
南民营企业十强”榜单中，许昌3家企业
跻身其中，数量居全省第一。在全国工商
联公布的“中国民企500强”名单中，许昌
有4家企业入选，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同
样居全省第一。许昌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量分居全省第
四位和第三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
全省第三位。

文明重在建设，道德贵在躬行。
持续深入开展的创建，有效提升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许昌涌现出了全国道德模范
吴新芬、刘兴元、刘贺龙，河南省道德
模范黄小朋、赵枝妮，入选中国好人
榜的诚信企业家刘少林、自费清理街
头小广告的退休职工许长松等一大
批代表时代新风正气的道德模范、先
进典型。

吹响新号角，踏上新征程。伴随
着“五城联创”的铿锵脚步，我们相
信，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加宜居宜业、
更具实力、魅力与活力的许昌，将展现
在世人面前！

□本报记者 董学彦 王烜 本报通讯员 赵丽娟

2016年5月30日，在许昌市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武国定首次提出：开启“水生态文明城市、海绵

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的“五城联创”之路，真正让城市既好看又管用，让市民群众

宜居宜业、幸福安康。“五城联创”的号角吹响，标志着许昌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进入新纪元。

从2001年开始“创三城”，到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的“四城同创”，再到如今内涵更加丰富的

“五城联创”，许昌15年的创建历程，汇聚民智、积聚民力、克难攻坚、屡创佳绩，不仅是赢得了一块块“奖

牌”，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经济的更大发展、居住环境的更大改善、市民素质的更大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

更大提升。

从“创三城”到“五城联创”，变化的是目标名称，不变的是民本情怀。

许昌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十三五”时期，以推进水生态文明城
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园林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奖“五城联创”为载体，持
续开展创建工作，力争实现新的突破。

碧水绕莲城，景色美如画，这是争
创水生态文明城市。“泛舟护城河，环
游许昌城”。水，曾经是许昌最大的短
板和瓶颈，如今却成为城市的魅力所
在、优势所在、希望所在。许昌将以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验收为契机，
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机制，实施好
引黄济许工程，营造好节水爱水环境，
形成独特的水文化景观体系，真正让
城市清水长流、美景常在。

河流会呼吸，步砖能吸水，这是争

创海绵城市。35平方公里的规划试点
区内，重点选择河湖水系、园林绿化、
城市道路和有条件的建筑小区、公建
项目等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工程建设,
下大力气解决“逢雨必涝”、“马路拉
链”等问题，建设面向区域和全国推广
的具有影响力的海绵城市典范。

依托云计算，生活更便捷，这是争
创智慧城市。许昌正在积极构建服务
民生、政务、产业等多领域的政府“政
务云”和社会“公有云”相结合的两个
云计算中心，建设完善网络基础设施、
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城市公共信息
和信息安全四大基础平台，推动形成
大数据说话、大数据决策、大数据管
理、大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

四季可看花，满眼皆绿意，这是争
创生态园林城市。绿色是城市的原
色，是幸福的底色。许昌要让城市走
进森林，让森林拥抱城市。老城区注
重见缝插绿，新城区注重绿化提升，积
极探索立体绿化、垂直绿化，真正打造

“林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城相辅”的绿
色家园。

城市有“质感”，家园更温馨，这
是争创中国人居环境奖。2016年，许
昌市启动中国人居环境奖创建工作，
通过环境治理和强化公共服务等措
施，使城市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
量、区域噪声平均值等达到或优于国
家标准，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建设宜
居家园。

“集传播学之大成者”的美国知名
学者施拉姆说：“任何一个踏入一条新
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它从哪里来，为
什么这样流淌。”

时间回到2001年 3月 31日，许昌
市召开“创‘三城’，实施碧水蓝天工程
动员大会”，提出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目
标。在此基础上，许昌市开始以全国文
明城市为龙头统领“四城同创”：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时至今日，面对新形势，许昌立足
市情，顺应发展，开启了水生态文明城
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的创建之路。“五
城联创”，让这座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

千年古城开始了崭新的美丽“蝶变”。
创建，是民众的呼声。许昌的城

市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城镇化率还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中心城市首位度还
不够高，城市功能还不够完善，比如，
入学难、养老难、就医难等问题，凸显
的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文化、
体育、便民服务的短板，折射的是人文
关怀的缺失。创建，就是要弥补城市
的短板，回应社会的期盼。

创建，是执政的智慧。创建对许
昌来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
举，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五大建设，是精心谋划、着眼长远的
系统工程。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创建
工作作为创新城市管理的一大抓手、
改进城市发展质量的一条途径、造福

人民群众的一件实事，扎实推进。
创建，是历史的积淀。许昌有着

悠久厚重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化，懿
行善举史不绝书。把历史“血脉”和文
化“基因”深深根植于城市之中，这是
发展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也让创建
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创建，是民众需求与政府行动你呼
我唤、前推后助的结果，是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汇聚民
智、集中民力、惠及民众的有效载体。

15年的创建之路，许昌先后将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等10多项“国”字号金字招牌揽入怀
中，恰恰在于顺应了时代需求，遵循了
城市发展规律。

鹿鸣湖畔的格桑花竞相绽放

许都广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 贾亦潇)河南森源集团禹州1000
兆瓦光伏项目首期20兆瓦近日并网发电，这也是许昌市第
一个山地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据了解，河南森源集团禹州1000兆瓦光伏项目去年12
月10日开工建设，总投资100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年发电量13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52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120万吨，并有助于推动禹州能源结构、经济发展
结构转变，在许昌形成从电缆、汇流箱、逆变器、SVG、变压
器、箱式变到高压开关成套设备的光伏发电产业集群，带动
钢铁、铜材、铝材、水泥等相关产业发展。

近年来，禹州紧紧抓住国家鼓励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大
机遇，认真贯彻落实许昌发展光伏产业的战略部署，制定完
善政策，整合土地资源，利用荒山荒坡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
发电，引进了总投资124.2亿元的山地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努力把光伏新能源产业打造成全省的亮点。

许昌首个山地林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贾亦潇）6月 13日上午，
记者从2016年许昌市小麦最低收购价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许昌市今年继续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小麦最低收
购价仍以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为每市斤1.18元，凡是质
量等级一至五等的小麦，都在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范围之
内，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价为每市斤0.02元。

许昌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天记介绍，许昌市今年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时间为5月21日至9月30日。为
确保不向农民“打白条”，许昌市已经安排资金26亿元，完全
能够满足应收尽收的需要。

据介绍，全面推广应用粮食收购一卡通系统是今年夏粮
收购的新亮点。今年夏粮收购将全面实行用卡结算，做到现
场售粮、现场结算、现场打卡，坚决杜绝拖欠粮款和“打白条”
行为，确保及时付款。

为切实保护粮农利益，让群众交售“放心粮”和“舒心粮”，
许昌市要求所有参与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库点设立便民服
务台、休息站等，提供便民服务，并适当延长收购时间，增加机
械设备和人员，避免排长队、“过夜粮”等情况发生。

夏粮收购期间，许昌市粮食局将组织开展全市夏粮收购
暨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检查。群众如发现问题，可及时拨打
监督举报电话：0374—2624041、2622100。

现场结算 不打白条

许昌市26亿元保夏粮收购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 钟伟平）近日，许昌学院又一个新
的众创空间——“颍川众创”正式启动。这是继该校大学生
创新创业园、创新创业中心等之后的创新创业平台再升级，
标志着该校完整的“金字塔”式创新创业链条日臻成熟。

“颍川众创”面积约3500平方米，设置了10大功能分区，
分别是：以艺术创意设计为主的“创意坊”；阅读学习功能一体
的“读书吧”；以咖啡为媒介，集合投融资与创业交流为主的

“咖啡屋”；提供工商、税务、金融、法律、政策咨询的“服务站”；
以创意、创造为主的“制造场”；以会议、论坛、讨论、座谈为主
的“汇客厅”；以汇集毕业生、社会青年创业为主的“友客栈”；
以初期培养扶持、早期孵化为主的“苗圃园”；以“互联网+电子
商务”设置的“电商社”；为电商配套服务的“速递巷”。

“我们紧跟当地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许昌别称‘颍川’、
‘莲城’，取名‘颍川众创’表示许昌学院的创客们是在许昌这
块沃土上创新创业。”许昌学院党委书记陈建国说。

据了解，近年来许昌学院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
作，不断升级改造创新创业平台，先后建成了2000多平方米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8300平方米功能齐全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中心”大楼，建立了 42个院部“大学生创新创业基
地”、“新道创新创业学院”。截至目前，已有150多支创业团
队入驻，参与学生千余人，其中38支团队已在工商部门注册
成立了公司，10000多平方米的“创客梦工厂”正成为创客们
实现梦想的主阵地。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 安红）许昌供电公司集体企业
科技项目《便携式智能电力计算测量综合检测仪》近日通过
鉴定，在低压实用测量技术集成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
意味着长期困扰一线供电员工的电力测量计算问题将得到
有效解决，电网生产建设也将更安全、高效。

便携式智能电力计算测量综合检测仪实际为新型智能
万用表，由钳形万用表和平板电脑（手机）两部分构成，融合
了钳型万用表、交直流电压表、电力电容检测仪、测温计、相
序表、功率计、谐波测试仪、频率检测仪8种仪器的功能。

在一线供电员工眼里，它不仅是故障检测专家，还是现
场电力参数计算利器。便携式智能电力计算测量综合检测
仪收集了近400种电力计算公式，上千种电力设备型号，可
实现电力作业中电流、载流量、截面积、负荷等10大类上千
种常用电力参数选型计算。在平板电脑（手机）上输入计算
条件，轻轻一点计算图标，就可以迅速得到计算结果。

过去一个电力数据的获得，需要经过万用表测量和电力
公式计算两个程序，且电力公式多而复杂，常常要翻阅大量资
料，影响工作进度，人工计算的误差甚至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
生。现在，一个有基础电力知识的普通员工就能现场测算，在
工作时间极大缩短的同时，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也大大提高。

便携式智能电力计算测量综合检测仪采用蓝牙模块，实
现了电测仪表与平板电脑（手机）之间的无线连接，具有强大
的数据移动记录、保存、发送功能，在进行电力检测的同时，
能将数据同步传输到电脑（手机）录入存储，对解决配网数据
收集难题、“大数据”建设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许昌学院

倾力打造创客“梦工厂”

许昌供电公司一实用技术国内领先

电力故障一测便知

“五城联创” 开启许昌发展新纪元

内在动力 民众需求与执政决策的契合

创建目标 创出城市优势和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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