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位于我省最东部的永城市，地处豫
鲁苏皖四省接合部，素有“豫东明珠”之
称。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资格城市等称号，连续三年被评为河
南省城市精细化管理先进市。

永城是我省最早启动生态市建设
的县级市。目前，建成城区公园25处，
公园面积194公顷，城区绿化总面积
1660 公 顷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1.8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2.81平方
米，基本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被授予省级“生态示范市”。

近年来，为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永
城市重点实施了“两湖四带一湿地一森
林公园”生态提质工程建设，加快创建
国家生态城市。投资2.55亿元，完成城
区出入口、六路环岛等绿化工程，新增
绿化面积79.8公顷。目前正在加快推
进汪楼沟二期、城市轻轨、沱南生态广
场3条风景带和日月湖风景区、还金湖
景区建设，以及投资5000多万元面积
1.6平方公里的城西湿地公园建设；以
芒砀山景区为核心的12平方公里的国
家级森林公园项目正有序推进。

沱河，是流经永城市区的唯一一条
河流。

为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给市民提供理想的休闲娱乐场所，永城
市在沱河南岸，西起日月湖风景区，东
至还金湖风景区，东西总长度5.5公里
的范围内，规划建设了总面积约190万
平方米的沱南广场，建设内容为园路广
场、人工湖、音乐喷泉、雕塑、建筑小品、
假山叠水及配套商业设施等。

沱南生态广场以深厚的汉梁文化
作为景观设计主题，形成了“石崖积翠”

“浍水春声”“乐府广场”“巴河夜月”“酂
台晓晴”“陈庙霜松”“汉梁遗风”等18个
文化景点。广场还提供了自行车绿道、
慢跑红道、运动、健身、演艺、集会等多
种功能空间。

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日月湖宛如
明镜一般，晶莹透澈；湖边“花海”里，薰
衣草、玫瑰等20余种花卉竞相开放。

作为传统资源型城市，近年来，永
城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资
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走出了一条资源“重生”的新路子。

风景秀丽的日月湖生态景区就是
采煤沉陷区“摇身一变”变成的。

作为全国六大无烟煤基地的永城
市，过去因采煤带来的土地大面积沉
陷，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影
响。

“你别看现在一片风景如画，过去
这里曾是城郊煤矿压煤区，采煤造成地
面沉陷变形，道路断裂，房屋倒塌，大面
积良田成为水域、沼泽、滩涂、坑洼地。”
当地村民马四海指着日月湖生态旅游
景区告诉记者。马四海是城关镇原马

岗村村民，以前所在村庄正是采煤沉陷
区。现在，他们一家3口搬进了永城市
区的民生花苑安置小区。

近年来，永城市采取有效措施对采
煤沉陷区进行综合治理，或发展现代种
植业、养殖业，或发展旅游业，取得了明
显成效。日月湖生态旅游景区就是其
中成功的例子之一。该市对东西城区
间因采煤产生的24平方公里的土地沉
陷区进行综合治理，对采煤沉陷造成的
永宿路南、北两侧水域湿地景观进行有
效整合，建设日月湖生态旅游景区，成
为集综合利用、蓄水防洪、生态环保等
于一体的综合开发带，成为城市新的经
济增长点。

永城市委书记孟庆勇告诉记者：
“现在这个工程已经成为水利部、国土
资源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试点项目，
全部建成后将成为永城市生态旅游的
重要品牌，对改善永城生态环境、提升
城市品位、发展生态旅游及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据了解，现在永城日月湖的水质已
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6

永城日月湖——昔日采煤沉陷区，如今美丽风景区 刘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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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永城：绿染沱河情满湖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十里长堤，白杨绿柳倒映水中，风
光旖旎；清澈水面，鱼儿嬉戏，激起层
层涟漪；九曲桥上，男女老少，闲庭信
步，谈天说地；游乐园里，欢声笑语，热
闹非凡。这是5月21日，记者在夏邑
古城湖——天龙湖综合开发工程现场
看到的情景。

天龙湖前身是夏邑县城湖，总面积
183.9公顷，历史悠久，始于战国，历经
几个朝代的修复开拓，于明朝正德元年
(公元1511年)正式形成，后经十七次整
理开挖，以城墙为界形成内外湖,曾有

“豫东西湖”美誉。
近年来，夏邑县相继启动了产业集

聚区、商务中心区、新城区、老城区、城
湖风景区等五区规划建设，初步形成了
城湖、古运河、和谐大道、华夏大道、县
府路环圈景观带建设格局。但是随着
社会发展，天龙湖周边基础设施严重滞

后，“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引起社会
关注，群众期盼，城湖开发已迫在眉睫、
势在必行。

2013年4月，夏邑县委、县政府顺
应民意，将老城改造和天龙湖开发结合
起来，正式启动了天龙湖综合开发工程。

为破解资金难题，盘活城市资源，
县委、县政府多方运作，与全球景观行
业市值最大的公司——北京东方园林
最终达成合作协议，全面拉开城湖综合
开发建设大幕。

城湖综合开发PPP项目，按照工程
内容划分为生态景观带建设工程、水质
改善工程和水利工程，规划总面积
1462公顷，总投资41.3亿元，是夏邑县
筹划时间最长、投资规模最大、拆迁范
围最广、涉及群众最多、社会关注最高
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项目将天龙湖
自然景观和夏邑历史文化有机结合，以
天龙湖综合改造为带动，进行文化旅游
开发，彰显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双重行业

优势。项目主要对天龙湖周边、3000
亩水面、600亩湖心岛以及内外湖堤改
造，包括沿湖四周风景展示区、城市休
闲区、生态湿地区、水上活动区等。并
建设孔祖广场、荷风塔影、天龙春晓、生
源广场、百舸争流、运河仿古、秋浦晚
烟、西域览胜等景点。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天龙湖综
合开发工程已完成教门街、新兴社区、
邵家寨、北关等村庄的拆迁，新建了桃
花岛、杏花村、百竹园、枇杷洲4个特色
园，东岸北岸景观建设和水体清淤等项
目正在实施，完成各类植物栽植30余
万株，初具风采。

如今，天龙湖生态修复、旅游观光、
环境改造的综合效应已开始显现，3000
亩潋滟水面“初展芳容”，古老的城湖正
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人们休闲、观光、
划船、垂钓、游乐放松的好去处。

天龙湖已成为镶嵌在豫东大地上
的一颗璀璨明珠。6

有文，城市才有内涵。
商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商人、
商业、商文化、火文化以及上百家姓氏文
化的发源地，而且是先师圣人孔子的祖
籍、文哲大师庄子的故里、巾帼英雄花木
兰的故乡。因此，商丘古迹繁多，遗存丰
富，名人荟萃。

博大精深、厚重多元的文化植根于
商丘人的血脉和灵魂深处，滋养出爱国
奉献、忠厚善良、乐于助人的性格特质，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传承。

新一届商丘市委提出，要以“游商丘
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为主线，打造华

夏历史文明商丘传承创新区。进一步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优秀历
史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建设文明城
市。

为此，商丘把发掘、传承优秀历史文
化，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立足
于好人文化，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唱响

“商丘好人”品牌，壮大“商丘好人”群体，
涌现出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商丘义
工联、商丘市“的士之家”、商丘市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服务队、“跟我来”志愿服务
队、民权“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等一大
批先进个人和群体典型。随着好人团体
不断涌现，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商丘

还有10支、总数在7.5万多人的志愿者
服务队伍，积极投身文明城市创建、文明
交通、文明旅游、结对帮扶、关爱留守儿
童、关爱农民工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
了“商丘好人”道德品牌、文化品牌，多次
被中宣部领导点赞。“商丘好人”已成为
一张叫响全国的名片。

目前，商丘各行各业涌现“商丘好
人”12600多名，800多人的事迹被中
央、省级媒体报道，117人入选“中国好
人榜”候选人，22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27人荣登“河南好人榜”，７人分别被评
为全国、全省道德模范或道德模范提名
奖。2015年，商丘市荣获“全国见义勇
为城市奖”。6

以文““化化””城 文明养城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初夏的豫东大地，天气开始变得有
些炎热。

5月20日，周六，下午六时，夕阳映
照下的商丘市运河滨河游园悠闲而温
馨，几位市民乘兴驾上电动游艇，在运河
上“撒欢”，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放眼望去，清清的运河水映照着晚
霞，河两岸花红树绿，彩色的林荫小道
上，附近的市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散
步，下棋，聊天。

不只是运河，包河、忠民河、蔡河等
那些过去的臭水沟，如今都变成了商丘
市民茶余饭后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以前不愿出门、不想出门的市民，现在也

经常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美好
的市容环境。

近年来，商丘市牢固树立生态质量
就是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就是投资环境，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民生的绿色发展理
念，不断强化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力
度，把城市环境质量的提升和治理污染
结合起来，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
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良性发展路子。

据监测，今年以来，截至5月18日，
商丘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74天，较去年
同期增加33天；PM10平均浓度141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0％；PM2.5平
均浓度 7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7％，综合指数居全省前列。自3月份

以来，5条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在
100%。国家环保部通报，2月份、3月份
商丘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分别居全国第
9位、第6位。

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商丘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今年第一季
度，全市生产总值增长8.6%，增速居全
省第2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9%，增
速居全省第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速居全省第4位，其中税收收入增速居
全省第1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4%、居
全省第1位，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开
门红”。

天变蓝了，水变清了，河岸变绿了，
城市变干净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
了。

有绿，城市才有生机。
近年来，商丘市以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提出了城
区园林化、城郊森林化、廊道生态化、
农田网格化、村镇林果化的目标，不断
加大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投入力度，使
城市的公园、绿地、小游园等日渐增
多，城市的生态功能不断完善。

在商丘市城乡总体规划中，规划
建设人民公园、沙河公园、日月湖综合
公园、汉梁文化公园、商都公园等17处
市级公园；并在中心城区规划绿地“三
区、五廊、九带、多园”。三区：黄河故
道生态开敞区、历史遗迹生态开敞区、
商东农林生态开敞区。五廊：商周-商
济高速绿廊、连霍高速绿廊、济广高速
绿廊、京九铁路绿廊、陇海铁路绿廊。
九带：依托包河、忠民河、万堤河、康林

河、古宋河、周商永大运河、蔡河、东沙
河、日月河，打造中心城区九条主要滨
河绿化景观带，串联中心城区各公园
等公共开放场所，共同构成中心城区
蓝绿交织的自然生态网络。多园：在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多处市民公园、街
头绿地和滨河绿地。

“以前啊，我上青岛旅游时看到人
家那很多绿地公园，在公园内跳舞、唱
歌，看着都眼馋，不想走，我在想商丘
要是有这些那该多好呀。现在好了，
现在商丘大变样，不仅有上千亩地汉
梁文化公园、商都公园，还有应天公
园、森林公园等等，公园多了，环境好
了，市民游玩的地方也多了。”60岁的
商丘市刘元笑着说。

在城市公园的规划建设中，商丘
市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在公园绿地内

留出一定的水面，收集雨水，形成海绵
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的灵气。其次，做
好乔木灌木结合，形成林荫绿地，打造
城市天然森林氧吧。再次，最大限度
地增加便民服务功能，规划独立活动
区域，以满足老年、青年、儿童等不同
年龄市民的活动需求。同时，还要彰
显文化特色，形成了独具商丘特色的
文化主题公园。

商丘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2017年商丘将不仅在绿化面积
上实现突破，还要在绿化标准上精益求
精，力求实现从“园林”到“园艺”的转变，
不断提升园林绿化的品质，打造精品园
林绿化项目，争取今年年底城市建成绿
地绿化覆盖率达到41.7%，绿地率达到
37.5%，不断提升市民人居幸福指数，让
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新商丘变成现实。

有水，城市才有灵气。
商丘自古水系发达，地表水系共有

“9河2湖”，七纵两横的内河流经商丘
市区总长度136公里。

然而，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多年来，部分内河河道被挤占严重，
造成河床淤积，河貌损坏，内河俨然成
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消
纳站。

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水城共
生的生态城市，让碧水绕城，近年来，商
丘市把城市河流综合治理和景观建设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以改善城市
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控源截污、内
源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的推进原
则，以打造“河道清洁、河水清澈、河岸
美丽”城市景观为目标，一河一策，标本

兼治，统筹科学地实施城市黑臭水体综
合整治工作。

为此，商丘市在中心城区重新规划
了“九河、十三湖”的河湖水系结构。九
河，即包河、蔡河、忠民河、古宋河、周商
永大运河、万堤河、康林河、东沙河、日
月河；十三湖，结合河流水系与主要的
商业、商务、居住功能区布局，形成包括
古城湖、日月湖、邓斌口湖等在内的13
处湖泊水面。

同时，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因地制
宜，建设生态滞留池、生态湿地，河道
建设采用生态驳岸、生态浮岛，种植相
应的水生植物、沉水草，配置增氧曝
气、推水设施，死水变活水等多种形
式，逐步恢复河道生态功能，保护河
湖、湿地、坑塘自然形态，提高水体溶

氧能力，促进水质提升，逐步实现城市
水体良性生态系统。在河岸景观绿化
建设上，将设置滨河车道、自行车道、
人行景观道、沿岸绿化、节点景观组
团。

目前，商丘市城区的河湖水系已经
完全打通，成为一个相互贯通的活水水
系。

去年新建成并开放的日月湖，是一
条以引黄调蓄、灌溉补源、生态观光、给
民权电厂供水的综合性水系，总投资
4.4亿元，水域面积1.17平方公里，景观
工程面积为54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
积38万平方米，形成集防洪、文化、休
闲、慢行、景观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景
观。和商丘古城湖形成一古一新、遥相
呼应的生态发展良好格局。

以绿“荫”城 城在林中

以水““润润””城 碧水绕城

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
互促共赢的商丘探索

发展经济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吗？商丘市、永城市以事实给出了否定答案。商丘市和永城市将城市“提质”和环境改善统筹考量、综合施策，做到以绿“荫”城、以水

“润”城、以文“化”城，在环境综合整治中，守护绿水蓝天。同时做大金山银山，各项经济指标也全面上升，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互促共赢之路，让人眼前

一亮，豁然开朗，为全省树立了标杆，也为更多地方正确处理好环境与发展问题打开了思路，提供了可以复制的范本。商丘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摒弃难免论、过程论、短痛论、

条件论等错误迷思，自觉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识到生态环境就是投资环境，生态质量就是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就是保障民生，就一定能够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双赢”。

1范本

22范本范本

夏邑：一城绿色半城水33范本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