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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孙根强 张亮）“人生中有段经历叫巡察
工作经历，这是提升党性修养和考验政治担当的珍贵机会，
支部建在巡查组，既为我们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使巡察
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又锻炼提升了个人党性意识和政治素
养，真是一举数得。”日前，一位参加过巡察工作的鄢陵县委
第二巡察组成员，在巡察工作结束后发出由衷感慨。

鄢陵县在每轮巡察伊始，要求每个巡查组成立临时党支
部，由组长、副组长分别担任正、副书记。进驻第一天，在驻
地悬挂党旗，全体巡察组成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通过重温
入党誓词，提醒每位党员不忘入党初心，自觉、严格要求自
己，迅速把思想和行为统一到巡察工作要求上来。县级巡察
工作存在熟人多、人情干扰压力大等诸多因素，他们通过组
员间坦诚交流思想、组长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
种种顾虑、克服了重重困难，巡察组成员党性意识和政治素
养均得到了锻炼提升，巡察队伍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据悉，从2015年10月至今，鄢陵县委三个巡察组已开展
5轮对12个县直单位和3个乡镇的巡察，不但顺利完成了巡
察任务，所有组员无一起违纪案件发生。15

许昌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
全面开磅

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6月7日上午，许昌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许昌市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进
行通报。

据了解，今年许昌市将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继续实行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时间为6月
6日至9月30日，许昌市于6月8日全面开磅收购。

今年许昌市预计收购小麦120万吨。其中，最低收购价
小麦收购45万吨，加工企业收购30万吨，中央企业收购20
万吨，市场收购25万吨。收购价格上，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
仍按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每市斤价格1.18元，相邻等级
之间等级差价按每市斤0.02元。

据悉，为做好收购工作，全市共培训财务、统计、保管、化
验人员460人，通过腾并调销等措施准备空仓142.26万吨，
准备地磅、输送机、清理筛、扦样机等各种器材 1850 多台
（套），确保满足收购工作需要。第一批上报确定最低收购价
收购库点47个，空仓容量53.7万吨。同时，安排收购资金授
信额度30亿元，其中第一批小麦最低价收购资金14.94亿元
已筹备到位，确保满足夏粮收购资金要求，确保不向农民“打
白条”。15

许昌第二届档案开放周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档案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一页

页档案史料记载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
进一步叫响档案文化宣传品牌，围绕“档案——我们的共同
记忆”主题，许昌市档案局精心策划，于6月9日—16日举行
的“许昌市第二届档案开放周”拉开了帷幕。

“举行档案开放周，就是为了架起档案与公众的桥梁，让
更多的人了解档案工作，凸显档案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许
昌市档案局局长訾志远说。开放周期间，许昌市档案局全面
开放了档案馆，让社会公众有机会走进档案馆，认识档案、感
知档案，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魅力，体现档案“存史、资
政、育人”的独特作用。

同时，该局在档案馆举办了“走进兰台、感受档案”档案
文化展和“根在许昌”许昌姓氏文化谱牒展，共展出145种各
类姓氏的家谱族谱，向公众介绍这些姓氏在许昌的分布、源
流变迁及其后人为许昌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该局还
利用馆藏史料，举办了“崇尚文明、反对邪教”民国时期许昌
地区封建帮会档案史料展，展示民国时期许昌地区封建帮会
的形成、危害以及取缔情况，以警醒世人、维护社会稳定。此
外，该局还设立了档案文化长廊，展示许昌“五湖四海畔三
川、两环一水润莲城”水系建设过程中的珍贵照片，让民众更
直观地体会到了许昌水系建设的辉煌历程。

许昌市档案局（馆）馆库总面积7100平方米。现有馆藏
全宗159个，档案资料459833卷（件、册）。截至去年底，馆
藏总量较“十一五”末增长了136%，连续六年被评为“河南省
目标管理先进单位”，位居全省档案工作前列。15

无怨无悔照顾小姑30年

现代新“嫂娘”单二服
本报讯（通讯员 孔刚领）“单二服30年如一日精心照料

傻小姑。她们只是姑嫂，但情比母女。她可是少见的好人
呀！”6月8日，记者来到襄城县颍回镇南街11组采访时，当地
群众对村民单二服赞不绝口。

单二服今年50岁，小姑子郭红琴和她相差10岁，患有严
重的智障，又聋又哑，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

1987年，单二服与丈夫郭新魁结婚。婚前，郭新魁就告
诉未婚妻，自己承诺要照顾妹妹一辈子。单二服告诉他，会
像照顾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照顾好小姑子。

婚后，单二服就开始给小姑洗尿湿的床单被褥，帮她洗
澡净身。当时10岁的郭红琴，几乎每晚都要把大小便拉在床
上。为了不让郭红琴肌肉萎缩，单二服每天扶着她到街上四
处走走，让她感受外面的世界。

丈夫远在新疆打工，单二服便搬进妹妹的房间一起住。
起初，郭红琴连上厕所都不会，如今在嫂子的教导下，学会了
自己上厕所。

多年来，一个瘦弱的身躯扛起了家里家外的所有事情。
照顾小姑、接送孙子，还有几亩农田也靠她操劳。为照顾小
姑，单二服从没出过远门，到田里干活，中途还专门回家看一
看。2015年年底，郭红琴患秋季腹泻，两天时间吃不进饭。单
二服找来大夫医治，“小姑病重，我很焦急，三天四夜，一直守在
床前，生怕出点儿意外！”

邻居师桂英大娘告诉记者，单二服每天给小姑子洗脸、
梳头、喂饭，隔三岔五给她洗头、擦洗身子，几十年如一日，从
来没有怨言，真让人敬佩。15

支部建在巡查组

为城市增名片 为发展增动能

城市中轴：
许昌未来之光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这是一条生态轴，水域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城市中央公园成

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这是一条产业轴，吸引了阿里巴巴·许昌跨境产业带、浪潮集

团许昌云计算中心等一批重大智慧项目纷纷入驻。

这是一条文化轴，许昌图书馆、许昌美术馆、许昌钧瓷艺术馆

各展风姿，成为魅力四射的城市文化名片……一轴连“双城”。以

许都公园为起点，由南至北，一条长达7公里的城市中轴把许昌

市商务中心区和中心城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使许昌生态环境显

著改善，产业布局有序展开，更让百姓乐享高品质的生活。6月 10日一大早，家住市区莲城
大道的胡运发就骑着自行车赶到中轴
线，欣赏刚刚完成蓄水的中轴水系。

“建得真不赖，水域大、很清澈，绿化也
很到位，市民又多了一个休闲好去
处。”

城市中轴水系是许昌城市中轴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00米，宽280
米，目前已完成蓄水 20万立方米，水
域面积8万平方米。蜿蜒的水系碧波
荡漾，两岸葱郁的林木绵延数公里，时
有市民漫步园中，或独自赏景，或三五
成群，白发垂髫，悠然自得。

依托中轴水系打造的许昌城市中
央公园，占地面积 3300亩，位于天宝
路以北、芙蓉大道以南、青梅路以东、
竹林路以西，如同一条绿色飘带镶嵌
在许昌城市中轴上，与芙蓉湖共同构
成既统一又具有差异性的景观体系。

芙蓉湖畔，林木成荫，竹影斑驳。
芦苇、水葱、千屈菜在水底招摇，一群
白鹭在水面翻飞。水域面积 225亩、
蓄水量 40 万立方米的芙蓉湖，以自
然、和谐、生态为建设理念，不再采用
防水毯、混凝土等传统防渗措施，而是
大量使用自然驳岸，利用天然黏土进
行防渗，避免了水资源流失，解决了水
质净化和保护问题。

许昌城市中轴绿化率超过 50%，
栽植国槐、银杏、水杉、朴树、香樟等树
木10万余棵、地被植物50万余株，构
成了高中低搭配合理，草皮、灌木、乔
木错落有致的复层绿化模式。

“城市中央公园建成前，道路两侧
树木不成林，几乎见不到鸟儿。如今
一路都是树，在这里筑巢的鸟越来越
多。”36岁的许昌市民赵小娟说，喜鹊、
麻雀每天都能看见，蜜蜂、蝴蝶也多了
起来，偶尔还会看到长尾野鸡在树丛
中“散步”。

浸绿染碧的城市中轴，使空气质量
明显提高，让市民尽享“空气浴”。初步
监测，城市中轴区域中被称为“空气维
生素”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最高达
到1.1万个，是市区一般路段的10倍。

位于龙兴路北侧的许昌市科技广
场，是城市中轴景观节点“科技之星”
所在地。

6月 10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伴随着歌曲《中国美》的优美旋律，科
技广场夜景喷泉尽数开放，景观廊桥
灯光与音乐喷泉交相辉映，美丽如画。

城市北进，推进“郑许融合”、建设
郑州大都市区“南花园”，一直是许昌
的发展方向。许昌“十三五”规划提
出，围绕城市中轴进行城市布局，打造
由南向北的带状城市形态，实现新城
区与老城区的有机结合，功能互补，破
解中心城区首位度不高、辐射带动能
力的“瓶颈”。

让蓝图变成现实，需要拼搏的汗
水。由于历史原因，许昌城市中轴部
分区域，被一些私搭乱建房屋和厂院
占领。要对这些违章建筑开刀，触及
各方利益，压力可想而知。但各级党
委、政府组织动员工作充分，坚持依靠
群众推进，累计完成拆迁近百万平方
米、实现绿化 60万平方米，超额实现
了年度增绿目标。

“从杂草丛生的废弃地到家门口
的‘大花园’，这里的变化真是太大
了！”69岁的东城区十辈陈社区居民陈
振清说，环境越变越美，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幸福。

52岁的小徐村村民徐民瑞，在城
市中轴林带内当上了保洁员，一个月稳
挣1000多元。他说，以前道路两边坑
坑洼洼，尘土飞扬，骑电动车还得“全副
武装”。现在每天走在林荫路上，虽是
在工作，总感觉跟逛公园一样。

以人为本，是许昌城市中轴建设
的主基调。在城市中轴沿线，新增 4
处生态型社会停车场，打造5.5公里的
环保公交和12公里的慢行绿道，设置
公园书屋、咖啡厅、报刊亭、公厕等配
套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篮球场、羽毛球
场、中老年活动场、儿童游乐场等各类
运动场地，让市民充分享受怡人美景
和便捷服务。

绿色多了，市民出行的选择也多
了。在许昌市商务中心区上班的市民
王飞说，他每天顺着城市中轴绿道骑
车往返，既健身又省事，生活有滋有
味。

打造许昌城市中轴，突破了传统
“摊大饼”开发建设模式，实现了产业
集聚集约、有序调整。

许昌城市中轴线由“智慧之源”
“科技之星”“幸福之门”和“未来之光”
四个节点组成，为2017年许昌市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号工程”。其中

“智慧之源”为中轴线南侧起点，位于
许都公园，是许昌的行政文化中心。

“科技之星”位于天宝路，由科技馆、青
少年活动中心、海洋馆三部分组成，建
成后将成为许昌重要的科普、文化、娱
乐活动中心。“未来之光”为CBD商业
中心。长达7公里的许昌新区主中心
中轴线规划，定位为许昌市集商业、办
公、文化、科研及居住于一体的城市历
史文化生态产业空间发展轴，浓缩了
汉魏遗风向现代新城过渡的历程，体
现了许昌的城市底蕴和气质，承载着
许昌新型城镇化的腾飞梦想。

“许昌城市中轴建设，体现的是长
远发展的布局和大气开阔的视野。”许
昌学院城乡规划与园林学院教授吴国
玺认为，它不仅是一条景观带，更是重
大标志性建设、重大综合体的密集布
局带。

总建筑面积 44712 平方米，总投
资3.6亿元的钧瓷文化艺术馆、许昌美
术馆、东方珍宝艺术馆是许昌城市中
轴文化长廊的三颗璀璨明珠。特别是
钧瓷文化艺术馆，集艺术展示、学术交
流、教授制作、参观游览等于一体，展
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文化
特色，成为独具特色的亮丽文化名片。

城市中轴建设昭示着许昌未来新
城区的崭新形象，大大提升周边土地
的价值。两年前，这里土地出让价每
亩 60万元招不来商。城市中轴建成
后，环境明显改善，现在出让价涨至每
亩200万元左右,依然抢手。

在城市中轴区域，许昌谋划了2.7
平方公里的芙蓉湖楼宇经济圈，环湖
共开发建设30栋高层商务建筑，总建
筑面积 150万平方米、总投资 100亿
元，主要发展总部经济、商务服务、信
息软件、文化创意等产业。良好的软
环境吸引不少国内外知名企业前来洽
谈合作，阿里巴巴在这里建起了全国
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带，浪潮集团、厦门
易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频频伸出“橄
榄枝”，嘉芸汇数据处理中心、中通天
鸿呼叫平台、许昌英才港等“大块头”
电子商务项目、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纷
纷落户。

街道如“海绵”，雨水成资源。近
日，几场大雨降临许昌，城市中轴所及
之处，没有形成内涝。在许昌城市中
轴上，“海绵城市”轮廓初现。

芙蓉大道人行道改造采用透水铺
装，体现海绵城市的“渗”理念；人行道
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改造为下
沉式绿地，体现海绵城市的“滞、蓄、
净”理念。中轴水系采用格宾石笼、透
水连锁砖等生态岸坡，芦苇、水葱、黄
昌蒲等水生植物形成连续的植物过滤
带，对雨水进行自然渗透、自然净化。

在这里，一块块城市“海绵体”的
形成，实现区域内“小雨不积水、大雨
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一批热力、燃气、供电、供水管道得以
新建，公共服务更加贴心。

不仅如此，许昌城市中轴与主城
区体现汉魏文化韵味的曹魏古城中轴
遥相呼应，“双轴”辉映，共同见证一座
三国名城的开放包容、传承创新与发
展繁荣。

许昌城市中轴线，描绘着许昌未
来的城市美景，开启着许昌人的幸福
生活。这把正在巨变的“金钥匙”，将
打开许昌的“智慧之门”，开启许昌人
的“幸福之门”，散发出璀璨夺目的“未
来之光”。

“为民惠民，是一切建设的出发点
和归宿。”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说，要
以城市轴线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提升
城市品位，改善生活环境，增强城市竞
争力，开创发展新局面。

飒飒东风催景新，涓涓清流润莲
城。许昌城市中轴以“水”为脉、以

“文”为魂、以“人”为本，为城市增名
片，为发展增动能，构建的城市格局意
义非凡。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居者
心怡、来者心悦的魅力之城，正绽放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15

生活有滋有味——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城市浸绿染碧——
生态环境大大改善

产业有序布局——
拓宽空间提升价值

夯实发展基础——
城市功能完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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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城市中轴线建设项目景观轴水系工程基本完成，蓄水后已呈现出湖
光潋滟的美景

许昌市依托城市中轴线打造的占地 2800多亩的中央公园正式向市民开
放，蓄水后的中央公园呈现出水波粼粼、驳岸蜿蜒、亭台相间的美景，市民纷纷前
来健身、休闲、娱乐，成为市民身边美丽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