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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APP实时关注汤河水质数据，已成为常
玉轩每天的“新闻早餐”，他不但每日必看，还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出思路、提要求、强保障。在不到半年时间
里，山城区已先后6次召开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常玉
轩和区长白树民先后40余次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具体
问题，20多次带队开展“零点夜查”集中整治行动，有
力推动了汤河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深入开展。

正是在这样的持续压力传导下，今年8月，汤河耿
寺断面 COD、氨氮、总磷月均值分别为 12.76mg/L、
0.73mg/L、0.15mg/L，同比降低分别为44.6%、69.6%、
58.3%，环比降低分别40.98%、71.03%、44.44%，三项
指标均达标并实现大幅度下降。“现在汤河水质已连续
百天全部达标。”王建平激动地告诉记者，这在以前是
不可想象的。

见证汤河水质改善的，还有“无声”的鹤鸣湖。在湖
边村子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苏银保告诉记者，鹤鸣湖以前
叫汤河水库，位于汤河下游，始建于1958年，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时候，这里环境非常好，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很多以
打渔为生，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汤河受到污
染，水库水质严重恶化，不但没有了鱼虾，水鸟也不见
了。“下水游泳上来之后，身上就有一层黑油油的东西”，

“不要说过来玩，就在河边很远都感觉气味很难闻”。
但这两年鹤鸣湖变化太大了，不仅有鸬鹚、水鸭、

白鹭、灰鹤等2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今年春节前后，又
来了几批白天鹅。在苏银保的记忆中，自上世纪80年
代之后白天鹅就没有光顾过鹤鸣湖，但今年，久违的白
天鹅又回来了。苏银保向记者讲述了那天发现白天鹅
的经历：今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天还没亮，就听到有鹅叫的声音，“当时还以为是自己
养的家鹅，细听又不像”，于是就和同村的村民一起去
探个究竟，到了鹤鸣湖边后，远远看到，“大概有七八十
只白天鹅在湖中间休息”。看到白天鹅，苏银保兴奋
了，马上给区里喜欢摄影的同志打了电话。于是，鹤鸣
湖来了白天鹅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当地一大新闻。

“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几批，最大的一群有三四百只”，
苏银保说，这是鹤鸣湖水质好转的最有力的证明。

如今，苏银保还有一个身份——小木屋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去年公司在鹤鸣湖旁边流转了1000多
亩土地，种了桃、杏、秋葵、大枣等植物，保证一年三季有
花有果，又开辟了几块鱼塘，环境好了，来观光游玩的人
也多了，附近的村民不仅脱了贫，生活也开始好起来
了。湖面上，摩托艇、快艇络绎不绝，来这里潜水游泳的
人很多，皮划艇训练基地也在鹤鸣湖上开展。

“中秋（指2016年中秋）畅游淇水上，岸绿水清云
舒卷。他日汤河清如许，不负百姓笑对天。”带着几许
憧憬，常玉轩告诉记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然
汤河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山城人看到了希望，尝
到了甜头，老百姓的日子也有了奔头，“我们会继续硬
起手腕治理汤河，要还一河清水于斯民，让乡愁再现、
清水绿山更美，让山城更加出彩！”

（本版摄影 赵永强）

一河碧水还斯民
——鹤壁市山城区汤河治理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彭葳 王欢 吴晨玮

汤河，承载着鹤壁市山城区三十万人民割

不断的乡愁；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企业环保意识相对薄

弱，偷排污水，加上老城区基建设施不健全，这

条河一度沦为“臭水河”。2016年 7月，山城

区新一届区委换届伊始，就把汤河综合治理开

发利用放到全区“一河四区一小镇”总体布局

的第一位，痛下决心，誓还山城群众一条清水

河。经过一年多来的治理，如今的汤河水质大

幅度改善，位于汤河下游的鹤鸣湖时隔30年

再次迎来了白天鹅，诗意的汤河又重新焕发了

生机。

“涧泉涌而秀绕，洇濡地灵；汤水碧而清
逸，水润人丽。”汤河，古称荡水，“古文荡、汤
一字也，义沿而画具革矣”，至唐贞观元年，以
水微温又改名汤水，因此有“荡水汤水本同
源”之说。据北魏《水经注》记载，“荡水出石
尚山泉”，也就是现在的鹤壁牟山，先后流经
鹤壁、汤阴而入卫河。

千百年来，悠悠汤河滋润哺育着两岸人
民，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人文。据史料记
载，汤河以前水量较大，特别是位于汤河上游
的山城区，处处是汩汩清泉，以至于西晋大文
学家左思在《魏都赋》中有“温泉毖涌而自浪”

的描述。时至今日，山城区还有很多地方以
泉为名，如肥泉村、元泉村、狮跑泉，而《诗经》
当中，更有“我思肥泉，兹之永叹”的诗句，可
以看出当时充满诗意的优美环境。据年龄大
些的人回忆，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汤河两
岸，依然是清水茂草，鱼虾成群，使人产生无
限遐思。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汤河两岸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了
不少企业。作为鹤壁市委、市政府曾经的所
在地，山城区是老工业基地，据不完全统计，
汤河两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3家，大小养殖

企业29家，小型公司及养殖企业更是星罗棋
布，这些企业不少是涉水企业。虽然是老工
业基地，但山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快速发
展的经济相比，相对滞后，环保设施相对薄
弱，污水处理能力有限，加上不少地段雨污管
网不分，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汤河，
导致汤河水质急剧恶化。

“山城区有 30多万人口，大概是 8万户
家庭，如果每户每天用一把儿洗衣粉，由于
管网不完善，大量洗衣水没有经过处理，就
直接排入汤河，这等于向河里撒了几万把
儿洗衣粉，你说汤河水质能达标吗？”山城

区副区长王建平举了个形象的例子，“更别
提还有不少工业废水了。”因此，汤河水质
指标在全省 60 多条城市河流中长期在后
位徘徊。

生在山城、长在山城的居民陈志民回忆
起曾经的汤河，满满都是童趣。他说：“以
前，汤河里有鱼、虾和螃蟹，最开心的就是在
寺湾、陈家湾段捕鱼虾、摸螃蟹，清澈的河水
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欢乐……”但近年
来，被污染的汤河却无论如何也勾不起人们
曾经的回忆，这成为不少山城百姓心中隐隐
的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多次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作
为一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的城
市，鹤壁市委、市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汤河治理
工作。特别是 2015年 7月，鹤壁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调整后，鹤壁市召开的第一个大
会，就是淇河生态保护提升及汤河、卫河环境
综合整治会议。市委书记范修芳指出，此次
会议体现出市委、市政府把生态环境建设、河
道污染防治工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表
明了市委、市政府把三条河流环境整治好、改
善好、提升好的决心。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
范修芳及市长唐远游多次对汤河水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作出批示，鹤壁市四大班子其他领
导经常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督导指导汤河水

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今年全面打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

鹤壁市立即组织起草了《关于打赢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等“1+1+8”的总体方案，明
确了全市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时间表和责
任清单，先后投资近 6亿元，逐步实施 14个
水污染防治项目。其中，围绕淇河、汤河、卫
河流域治理，以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和河道综合整治为重点，大力实施水污染防
治和河流清洁行动计划。

带着市委、市政府的殷殷嘱托和山城人民
的强烈期许，2016年7月，山城区新一届区委
换届伊始，就把汤河治理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来抓。“要站在讲政治、优环境、惠民生的高度
重视汤河治理工作”“一定不能辜负市委、市政
府的期望，一定要重还山城人民一条清水河”，

大会小会上，区委书记常玉轩反复强调。
在常玉轩看来，治理汤河还有另外一层

意思在里面，就是要通过城市环境的改善，使
广大干部群众能够舒心地安居在这一片土地
上，发自肺腑地热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地方，充
分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试想，一条长
期污染的河流从市区穿过，大家怎么能够热
爱这个城市？怎么愿意来到这里生活、创业
和发展？我们还怎么能够在更大的事情上谋
求突破？”常玉轩说。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
者，在鹤壁人心目中，山城区是老城区，虽然
近年来城市发展变化非常大，但还有一部分
人对她的印象停留在“老、旧、差”上，特别是
与新区相比，老区公共服务相对落后、城市面
貌有待改善、生态环境亟须提升，这些老旧印
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和群众干事创

业的精神状态，削弱了山城发展的活力。“要
想让山城区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要想让广大
干部和群众的精神振奋起来，就必须首先从
环境上、从精神状态上打一个翻身仗。因此，
治理汤河不仅仅是简单的环保工作，更是一
项事关山城发展大局的政治任务，也是鹤壁
市生态文明、活力特色、幸福和谐之城建设的
要求。我们将下大力气、真功夫，以持之以恒
的决心努力把汤河打造成为一条璀璨的生态
项链、文化项链。”常玉轩的话语铿锵有力。

在今年3月召开的山城区十一届人大会
议上，以汤河治理为引领的“一河四区一小镇”
的山城区发展规划，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山城区区长白树民说，汤河是山城人民的“母
亲河”，抓好汤河综合整治开发利用事关民生、
事关长远、事关品质山城战略目标的实现。

说了算，定了干。山城区成立了由区委
书记常玉轩任政委、区长白树民任指挥长，其
他区级领导各有分工的高规格攻坚战指挥
部，并要求有关单位严格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区、乡（街道）、村（社区）一齐抓，层层传导
压力，逐级夯实责任。同时把汤河综合治理
作为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由区委、区政
府督查局跟踪问效，以高频次的督促检查倒
逼工作进度。对成绩突出的进行表彰奖励，
对措施不力、成效不明显的通报批评，对贻误
工作、问题严重的严肃问责。由此形成了党
政齐抓、合力攻坚的格局。一场全面治理汤
河的翻身仗在山城大地打响了。

成立独立的山城区环保局。之前，由于
编制限制等原因，山城区没有独立的环保局，
环保工作由区住建环保局承担，也因此造成
有时候职责不清，很多责任落实不了的状
况。为加强力量，全力推进环保工作，区委、
区政府在人员少、任务重、经费不足的情况
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有限的行政编制当中，
改革合并了一部分机构，成立了独立的山城
区环保局，充实环境监察力量，增加了编制，
并给予经费、技术保障，为强力推进水污染防

治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又专门组建
汤河监察中队。区委、区政府抽调 10名人
员，配备2辆巡逻车，对全区重点河段、桥梁、
企业等进行不间断巡查，严查污水直排、垃圾
乱倒、违法建设等行为。

开展集中专项检查行动。区委、区政府
组织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涉水企业专项执
法检查，按照“全覆盖、零容忍、明责任、严执
法、重实效”的目标要求，对全区废水重点监
控企业和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截至目前，
累计出动人员1770多人次，检查企业家981
家次，下达监察通知书310次，整改到位285
家次。同时，开展“小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
取缔活动。下发了《山城区全面整治取缔“小
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采取逢门必进、逢户
必进、逢厂必进的方式，严格按照“一吊两断
三清”标准对全区排查出的 181家“小散乱
污 ”企 业 进 行 了 坚 决 整 治 取 缔 ，完 成 率
181%，位居鹤壁市第一。与此同时，开展日
常监管与“双随机”抽查工作。对全区54家
水企业开展定期与不定期检查，截至目前，共
检查企业213家次，出动执法人员420人次，
督促整改问题60余家次。

对涉水企业采取有效制约手段。前几年
由于整个社会的大形势，企业环保意识差，环
保执法会遇到很多阻力，“有时候就算开了罚
单，由于种种原因也无法执行。”山城区环保局
局长李善锋说。针对这种情况，环保局采取了
约谈和打击两种制约手段。一是约谈。采取
集体约谈、单独约谈、日常约谈和重点时间段
约谈等多种形式，对存在问题的涉水企业进行
约谈教育。今年上半年，环保局累计对山城区
41家涉水企业进行了三次集体约谈，对2家
重点企业进行了单独约谈。全区20家涉水企
业均签订涉水企业承诺书，并自愿承诺不向汤
河排污。二是打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排放，
铁腕治污。在重点河道、桥梁、道路等处增设
15台监控摄像装备，强化对非法倾倒行为的
监控。购置了COD、氨氮快速测定仪，随时取
样检测，判定超标问题。实行日查夜巡、24小
时不间断轮流巡查制度，紧盯死守，发现违法
排污企业立即查处。截至目前，已对36家存
在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进行了450余万元的
处罚，移交公安机关14起，治安拘留9人。

全面实施汤河整治系统工程。2016年9
月，山城区请来重庆康达环保有限公司，一期

投资6亿元，对汤河城区段及支流泗河23.6公
里的河道进行整治。工程主要包括：实施“水
资源、水安全、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智
慧”六水共治，对上游科学补水，发挥流域水网
优势，做好水资源调配；提升河道调蓄能力和
防洪排涝功能；完善污水管网，进行截污治污，
开展清淤疏浚，实施生态浮岛等净水工程，改
善河水水质；对护岸进行生态化改造，打造沿
岸生态景观带；合理划分河道蓝线、绿线和红
线的控制范围，结合流域历史文化，规划以汤
河、泗河为脉络的人文历史长廊、工业发展长
廊、自然生态长廊和六大湿地绿核，形成“一带
引领、串点成链、多点共荣”格局。“工程明年竣
工后，将基本修复汤河旧貌，唤回青山绿水，激
活老城区心脏，维持绿动脉搏，形成水清、岸
绿、景美的汤河流域生态景观。”常玉轩说。

在一场场漂亮的汤河治理战中，山城区
开创了鹤壁市乃至全省的诸多个第一：第一
个聘请第三方机构全方位检测；第一个聘请
外地监察机构探测涉水企业偷排暗管；第一
家对企业集体约谈；第一家要求企业签订承
诺书；在全市率先完成小散乱污拆解的第一
家；全市第一家出台有奖举报制度。

一条承载乡愁的诗意之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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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13日，
山城区领导调研汤河综合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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