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创文”为何扬名全国

4月 14日清晨 6点，东方破晓，许昌市民杨薇
琪来到清潩河游园，加入慢跑者的行列。5公里长
的步道两旁，清流潺潺，花木葱茏。“城市里有这样
一座天然氧吧，老百姓锻炼健身就有了好去处。”杨
薇琪说。

绿色是大自然的原色，也是幸福的底色。漫步
许昌街头，街道两旁是草木相依“立体的绿”，庭院
社区是见缝插针“点缀的绿”，路口街头是花草相间

“打眼的绿”，游园广场是花木辉映“活泼的绿”……
目前，许昌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6.46%、绿化覆盖率
42.6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34平方米，全市花
卉苗木面积达90万亩，花木核心区负氧离子数常
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1.6万个，形成了“平原林海、
天然氧吧”特色品牌。

与此同时，许昌的城市“名片”也多了起来：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
国宜居城市……不难看出，这些“名片”都浸绿染
碧，无一不是以绿作为基色。

依托“中国花木之都”的生态优势，许昌市大
力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提升工程和“绿满许昌”行
动计划，构建起“点、线、面”相结合的绿色生态格
局———

“点”上彰显风情。许昌市园林绿化突出大绿
量、高品位，建成126个公园、游园和广场，打造了

“全年常绿、四季有花”的园林景观。
“线”上构筑风景。许昌市突出“沿河一片绿、

依河一批景”，对市区主要河道进行生态绿化，建成
82公里长的绿色长廊，樱花大道、海棠大道、紫薇
大道、银杏大道、法桐大道等景观道路实现“一路一
树一花一景”。

“面”上打造风光。许昌以花木基地、国家储备
林基地、森林城市群为重点，建成4处总面积达10
万亩的大型生态林海、5个高档观光农业生态园。
花都风情游、樱桃观光采摘游、踏青赏花游等一系
列旅游线路，每年吸引游客近300万人，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2亿多元。一位游客即兴赋诗：“开窗见
绿杨柳依，推门进园风景赞；满城春色满城景，不是
江南胜江南。”

本报讯（通讯员 王冀 马三肖）近日，禹州市《关
于鼓励企业引进人才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正式出台，表明了这座城市“求才若渴”
的紧迫感。

去年“许昌英才计划”实施以来，禹州市申报领军
型创新人才（团队）1 家、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7
家。“新近出台的《实施办法》强化了之前社会反响好、
人才得实惠的政策，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禹州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办法》的实施将为人才
引进增动力、添活力，禹州也将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的
汇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地。

根据《实施办法》，禹州市将重点引进高新技
术、重大工程、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等领域所需的高
端工程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
主要包括五类，第一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前三位完成人。第二类：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的前三位完成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
者；国家“千人计划”、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省

“百人计划”专家，国家“863”“973”等重大科研项
目主持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长江学者、中原学者等人
才（团队）。第三类：承担省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
验室建设的领军人才；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项目的前三位完成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在世界 500强企业担任中高级经营管理职务
3年以上且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第四类：
企业需求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来我市企业进行合作研究或实施成
果转化的创新型科技人才。第五类：获得省部级以
上部门表彰的技术能手；在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中
获得一、二等奖的技术骨干。

到 2020 年，禹州市将引进国家级重点人才（团
队）10个，省部级重点人才（团队）100个，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省部级表彰的技术能手、省级及以上
技能大赛获奖技术骨干等各类技术人才、“985工程”

“211工程”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1000个，完成“十
百千”人才工程。

《实施办法》明确指出，企业成功引进符合本办法
对象范围人才，除引进人才享受“许昌英才计划”奖励
政策外，对引进优秀人才的企业，将按照人才等次分别
给予10万、8万、5万、2万元的奖励，并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500万元，用于企业引进人才的奖励、补助。15

禹州市

重金揽“天下英才”

本报讯（通讯员 朱雅乐 王返）4月 6日下午，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通过“网上智慧庭审平台”开
庭审理了一起二审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分别在异地
通过互联网平台参加庭审活动。

该案是一起某保险公司提起上诉的财产保险合
同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分别在郑州、许昌两地。下午3
时，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互联网智慧
庭审平台准时参加诉讼，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
述等庭审各环节有序推进。

与以往网络庭审不同的是，此次网上智慧庭审
还首次采取了语音智能录入、全程录音录像和内外
网同步传输技术，做到了庭审发言的自动识别，笔录
的自动生成；庭审结束后，双方当事人核对笔录后，
点击确认，自动记录在案。法官在庭后查看笔录时，
可以做到庭审实况的同步回放，做到了内网系统的
备份、储存及直播展示，并对庭审过程进行视频保
存。

本次“网络庭审”极大地方便了身在外地当事人
参加诉讼，标志着许昌中院在探索创新司法办案方式
上又迈出坚实一步。今后，哪怕身处天南海北，原、被
告只需一台能上网、有摄像头的电脑，就能免去奔波
之苦，实现“网络诉讼”。15

许昌中院

首次开展“网络庭审”

“俺脱贫的信心更足了”
本报讯（通讯员 徐喜杰）“房子是按照儿子结婚

的标准来修整的，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变成了现
实。”说到一家人如今的居住环境，鄢陵县大马镇竹园
村71岁的郑松其老人仿佛有表达不完的感激，“看着
家里环境好了，心情也更好了，俺脱贫的信心更足
了。”

郑松其老人是鄢陵县贫困户居住环境综合整治
活动的受益者之一。

为确保全县贫困户温暖生活，鄢陵县按照“精准
脱贫、不落一人”的总要求，自 2016年 10月 28日开
始，组织开展全县贫困户居住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出
台《关于开展全县贫困户居住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的通
知》，建立健全每周督导制和推进机制，围绕贫困户庭
院内外道路硬化、大门、门楼及围墙的安全修缮、房屋
内外粉刷、门窗刷漆修缮如新、配齐家具、通自来水、
房屋修缮修建等九项工作，制定详细标准，并建立“一
对一”工作台账，明确工作责任，并围绕工作责任落实
加强督导，

截至目前，该县通过部门协作、项目捆绑、资金整
合、社会帮扶等资源整合，共筹集并投入资金1121万
元，对全县 761户贫困户居住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
其中，修缮、粉刷房屋562户，新建房屋86户硬化出行
道路及庭院5000多平方米，为贫困户添置衣柜、电磁
炉、桌椅板凳、木板床等生活用品301套，提供棉衣、
棉被、米面油等必需品6000多件。15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4月6日至7日，全国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江苏省张家港

市召开，这是中央文明委成立 20年

来，首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进行部署。

全国仅6个，河南是唯一。在会

上，许昌市与浙江省杭州市、福建省

厦门市、四川省成都市、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江苏省张家港市等6个城

市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许昌市委书

记武国定登台发言，介绍经验。

与之同时，4月初以来，《人民日

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

报》、央视《新闻联播》分别在重要版

面或重要时段，集中报道了许昌文明

创建与经济发展“比翼双飞”的经验

做法。

文明许昌城，全国扬美名。许昌

市成为唯一一个既在全国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又

被中央媒体集中巡礼报道的地级市，

向全国展示了“高口碑”的城市形象！

从创建文明城市到建设城市文

明，许昌走过了什么样的创建之路？

文明创建，让莲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漫步许昌街头，供群众健身娱乐的
场地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在
广场、游园和居民小区里随处可见。市
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的便利。如
今，许昌市中心城区修建网球场、篮球
场、门球场、羽毛球场等公共体育设施和
儿童游乐设施398处，打造出了“15分钟
健身圈”。

走出家门，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和
各类日用品，对于许昌市民来说，这早已
成为生活常态。许昌市一口气建起了
130多个社区便利店，建成三级农产品市
场体系，打造出“15分钟便民服务圈”。

持续推进“健康许昌”建设，许昌新
建和改建19个社区养老服务站、19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出“15分钟健康服
务圈”……

“15分钟健身圈”“15分钟健康服务
圈”“15分钟便民服务圈”……在许昌市
文明创建的恢弘乐章中，“为民”是最动
人的旋律。城市决策者把夺杯拿牌与民
生实事统一起来，使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公共秩序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加。

创建不仅是对城市面貌的改善，更
是对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与洗礼。在创
建过程中，许昌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
明程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全社会向上向
善、干事创业的正能量不断汇聚。目前，
全市逾 300个民间爱心志愿组织、15万
志愿者活跃在城乡。从个人到群体，从
群体到品牌，“许昌好人”正成为推动城
市文明的强大动力。

许昌市通过抓文明创建，既改善了

环境，又推动了转型，促进了发展，使城
市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明显提升，
城市比较优势日益凸显：“十二五”期间
全市 GDP 年均增速 11.2%位居全省首
位，去年全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双双排名全省第一，综合实力稳居
全省第一方阵。在 2016 年《河南社会
治理发展报告》中，许昌的经济发展环
境指数、行政效能环境指数、法治环境
指数均居全省第一位；2016 年度城市
居民对所在城市的喜爱度指数居全省
第一位。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场没有终点
的长跑，更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艰辛历
程。”武国定说，“我们将持续推动创建文
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迈进，让城市更美
丽、社会更文明、人民更幸福。”15

以创惠民 全民共享，生活更加美好

城市的管理水平，体现城市的文明
水平。16年前，许昌城区面积狭小、道路
狭窄、垃圾满地，被戏称为“许脏”。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2001年 3月，当时的许昌
市委、市政府毅然带领许昌人民走上了
文明创建之路。

16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
为本理念，以创建增优势，以创建聚合力，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步
实现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等创建目标。特别是2015
年2月28日，许昌市以全国地级市第四名
的成绩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赢得了
一块最具分量、最有价值的金字招牌。

一城之美，始于颜值，源自管理。以
文明创建为抓手，许昌树起了城市管理

的全省标杆——
在精细化上“以克论净”。许昌按照

主次干道“每平方米路面灰尘含量不超
过5克、10克，道路杂物滞留时间不超过
5分钟、10分钟”标准，打造了一批“双5、
双 10”道路，保证了“路见本色，地净如
洗”，成为全省唯一的“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工作示范市”。

在智能化上“高效简净”。全市所有
职能部门和17万多个公共设施全部被纳
入数字化管理，完善考评制度，推行快接
快办，年均受理事项 40多万件，办结率
100%，是全省唯一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示范城市”。

在垃圾资源化上“吃干榨净”。针对
城市大量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难题，许昌

市探索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特许
经营、循环利用”模式，建筑垃圾收集率、
利用率分别在100%、95%以上。针对城
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难题，许昌探索实
行“户投放、村收集、乡集中、县转运、市
处理”一体化模式，日清运率达到100%，
无害化处理率在95%以上。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是全国人居环
境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奖项。2012年，

“变废为宝”的许昌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项目首度跻身其中；2014
年，打造城市智能管理“中枢”的许昌市
数字化城市管理项目再度入围；2016年，
破解城乡环卫二元结构的许昌城乡生活
垃圾收运处理一体化项目榜上有名。“梅
开三度”的许昌获奖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以创促管 提升颜值，树起管理标杆

清明小长假，在京工作的杨战民回
到阔别多年的许昌，一城碧水拖住了他
的脚步，一艘艘游船吸引了他的目光，北
海、鹿鸣湖、鹤鸣湖、芙蓉湖的旖旎风光
让他流连忘返。他说：“家乡变化太大
了，就像一幅美不胜收的泼墨山水画。”

一泓水，终圆一段梦；一泓水，成就
一座城。

曾几何时，资源型缺水曾是制约许
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当地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仅210立方米，不足全省一
半，仅为全国的十分之一。谁能想到，昔
日的缺水之城如今湖水荡漾，波光粼粼，
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许昌一张响当当的

名片。
找到“水之源”。许昌市紧紧抓住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的重大机遇，
跻身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蓄住天上水、拦住过境水、北引黄河
水、南调丹江水、保护地下水、开发再生
水”，其中南水北调分配的每年2.26亿立
方米水用作城乡居民饮用水，原来饮用
的汝河水、调引的黄河水、提质达标的再
生水成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水源。

开发“水之利”。投资55.5亿元建设
中心城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形成了“城
水互动、人水和谐”的水生态循环系统，
拥有 500多年历史的护城河再现“十里

荷花半城柳”景色，水上巴士让“泛舟河
上、环游许昌”变成现实。

保障“水之清”。许昌市对城市规划
区内的570眼自备井全部关闭，对“小造
纸”等污染企业一律关停，铺开建设7家污
水处理厂和7处人工湿地，3个省控断面
综合达标率均为100%，在全省“十二五”
期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名列
第一。

如今，“碧水长流、清水绕城”的许昌，
河湖水体充盈，地下水位上升，城市更加
怡人 。“节水活水、治污提标、精建严管、
互荣共享”的“许昌模式”，为中西部缺水
城市建设水生态文明树立了榜样。

以创增绿
开窗见绿，城市融入森林

以创兴水 碧水润城，绘就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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