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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各地经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跨越华北大地，经
过众多城市，焦作市是唯一总干渠从中心
城区穿过的城市。

这一特殊地位曾让焦作书写了一段辉
煌历史。2009年，焦作城区段总干渠征迁
工作启动，累计征迁2440户，总干渠建设
过程中，又完成征迁1450户。

生态带作为总干渠的水质保护工程，
本应与总干渠一同安排、同步征迁，但由于
种种原因，焦作总干渠生态带征迁搁置长
达8年之久。

全长10公里的焦作城区段总干渠，成
为中原千里绿色长廊的一段缺憾。而且，
焦作城区段总干渠生态带建设迟滞，不仅
威胁水质安全，还造成两侧环境脏乱差，私
搭乱建现象严重，如同一条城市伤疤。

面对这块“硬骨头”，焦作市委、市政府
发扬南水北调精神，今年3月全面打响了
生态带征迁战。

仅仅4个月，焦作市交出了一份圆满
答卷。集中征迁实现签约率、搬空率、拆除
率“三个100%”，绿化带集中征迁任务全
面 完 成 ，共 征 迁 4008 户 1.8 万 人 。

生态带征迁迁移人口之多、拆迁规模
之大、推进速度之快，创造了焦作城建史上
的奇迹。焦作将把生态带建成开放式带状
生态公园，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
城市生态品质。

欣闻这一消息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
主任鄂竟平说，焦作市讲大局、敢担当，不
畏艰辛，破解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遗留问题，
难能可贵。

总干渠生态带上的最后一段“肠梗阻”
打通了，冲刺的号角吹响，这篇绿色大文章
不久将画上圆满句号。

目前，我省已累计完成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生态带建设面积约19.28万亩，近680
公里，占省定生态带建设总任务21.59万亩
的89.35%以上。南阳、许昌、新乡、安阳市
以及邓州市已全部完成生态带建设任务，
其他各市最晚将于2018年3月底完成。

总干渠旁阴暗潮湿的老房子拆迁后，
焦作市解放区西于村张爱玲一家8月刚刚
迁入新社区，新房子敞亮舒适，还能用上天
然气、暖气，她家原来居住的村子将变为美
丽的生态公园。

一条总干渠生态带，改变的不仅仅是
张爱玲家的生活，万千中原百姓将因之受
益。

这条绿色生态走廊，不仅呵护水质，还
具有景观效应、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穿越城市段或城市边缘段的总干渠
生态带，已成为城市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新水脉碧波荡漾，生态带郁郁葱葱，这
幅千里长卷，正在扮靓今日中原，更和我们
的明天紧密相连。

“最后一公里”顺利打通

千里绿带贯中原 守护丹水送京津

南阳
南阳市明确总干渠沿线造林用地由县（区）政府统一

垫付资金承租，按照总干渠两侧各宽100米的标准完成土
地流转4.4万亩，再由县（区）政府或乡镇政府统一对外发
包，返租给企业、大户，由企业栽植和管护。

市财政列出专项资金3000万元对本市南水北调中线
总干渠绿化进行补贴,沿线县（区）、乡镇集中财力1.46亿
元，认真组织土地流转，推进造林绿化工作，对流转土地用
于廊道绿化的公司或农户给予每亩600~1000元补助，连
补4~5年。

许昌
许昌市积极发挥政策引领作用，以国家规划作为政策

倾斜和补贴依据，以土地流转、政府补贴、大户承包、生态
林和经果林相结合的机制为导向，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
极性，吸引民营企业、种植大户投入到生态带建设之中。
市、县两级财政投资3923万元，同时吸收社会资金14050
万元，用于南水北调总干渠生态带建设。

郑州
按照总体设计方案，新郑市、荥阳市段由林业部门组

织实施，采用林苗一体的模式实施绿化，把沿线建设成绿
色生态产业带。

其中，荥阳市财政对南水北调总干渠郊野段20米固
定性生态林绿化带，每亩给予5000元苗木补助，对180米
生产性绿化带，市财政每亩给予900元苗木补助，对南水
北调总干渠郊野段200米绿化带范围内的土地流转，按每
亩每年800元给承包经营者进行补助，连补8年。

平顶山
平顶山市出台了《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平顶山段生态廊道建设的指导意见》，组织国内知
名企业、高标准编制生态廊道建设规划，并组织省内园林
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努力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水质安全效益相结合。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形
式建设，每亩地补贴1000元／年，连补三年，由市、县财政
按4∶6比例分担。

精神的力量总能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南水北调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水资源调配工程，更是极其

宝贵的精神文化工程，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建设过程孕育

形成了南水北调精神，铸成一座精神丰碑。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将南水北调核心价值理念总结为

“负责、务实、求精、创新”。我省率先启动南水北调精神课题研

究，经过广泛调研、讨论和论证，课题组把南水北调精神初步总

结凝炼为“大国统筹、人民至上、创新求精、奉献担当”。

通水之后，这团精神之火依旧熊熊燃烧。正是在它的映

照下，南水北调生态带建设加快推进，其他各项工作也不断

取得新突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管理日趋规范。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在我省配套工程现有24项规章制

度的基础上，省南水北调办出台了《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日常维修养护技术标准（试行）》《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水

费收缴及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加强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

此外，扎实开展规范年活动，规范运行管理行为，保障工

程安全平稳运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我省供水范围供水量不断增加，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不断显现。截至今年10月中旬，全省累计供

水36亿立方米，约占中线工程供水总量的近四成。我省规划

供水范围实现全覆盖，受益人口达到1800万。

受水区超采的地下水和被挤占的生态用水得以置换，生

态环境大为改善。受水区浅层地下水平均升幅1.14米，中深

层地下水平均上升幅度1.88米。

通水以来，丹江水水质始终稳定达标。

我省严把水源保护区环评审核关口，全省南水北调系统

累计受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项目1100余个，700多个因存在

污染风险被否决。

在大力实施总干渠生态带建设的同时，我省还完成了丹

江口水库环库生态隔离带。

持续不断的努力，为南水北调水质安全筑牢生态屏障，

供水水质稳定保持在II类及以上标准。

一种精神，正在广袤大地不断释放能量。

一条新水脉，正在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利支撑，助力

中原更加出彩。 （张海涛）

总干渠生态带名片

□本报记者 张海涛

金秋时节，硕果盈
枝。

党的十九大召开期
间，我省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再传喜讯——
随着焦作城区段攻坚克
难完成拆迁，全省总干
渠生态带成功打通“最
后一公里”。

如今的中原大地，
南水北调总干渠两侧万
木森郁、争芳竞秀，铺展
成纵贯千里的绿色走
廊，护卫一渠清水永续
北送，书写着生态文明
建设的新篇章。

一团精神之火
呵护水质 中原担当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正式通水，中华民族的伟大构想终于变为现实。

从淅川到京津，丹江水浩浩流淌近1500
公里，如此远距离调水，成败在水质。

党中央高瞻远瞩，从工程伊始就提出了先
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

“三先三后”原则，努力将南水北调工程打造成
“清水走廊”“绿色走廊”。

“我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境
内总干渠长度约占总长的一半，保水质河南重任
在肩、责无旁贷。”省南水北调办主任刘正才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南水北调水质保护
工作，作出了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的庄严承
诺。多年来，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克难攻坚，
一场水质保卫战在中原大地轰轰烈烈开展。

丹江口水库是调水水源地，水质保护工作
自然是重中之重，但总干渠的保护同样重要。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河南段长731公里，
基本都是露天明渠，沿线人口稠密，其中有50
多公里渠段穿过城市市区或城市建成区边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与沿线河道全
部采用立体交叉形式，可以避免地表污、废水
进入输水总干渠，如何防止受污染的地下水进
入总干渠成为保水质的重点。

随着近年来总干渠沿线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污染物不断增多。同
时，总干渠附近大量的农村生活污水未经处
理，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

为保护总干渠水质，2010年省政府颁布了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南段)两侧水
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共划定水源保护区面积
3054.43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203.17
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面积2851.26平方公里。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统一安排部署，省南水北调办成立了领
导小组，出台了实施意见，重点对总干渠沿线
污染风险点开展综合整治，完成风险点综合整
治40个,完成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单
位综合整治175个，有效降低污染风险。

在总干渠两侧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的同时，
按照工程规划，我省还积极开展了总干渠沿线
生态带建设。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带建设。今年7
月，陈润儿省长就《焦作市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
带征迁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批示，为全省南水北
调总干渠两侧生态带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副省长王铁在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专题
部署。省人大、省政协通过视察和调研等方式，
对生态带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

国家2014年5月批复了《南水北调工程中
线一期工程干线生态带建设规划》，明确了生
态带建设的总体布局、规划目标、建设任务和
主要工程措施等。其中，规定生态带建设宽度
为20-60米。

为提高输水水质安全保障，加强沿线生态
建设，我省自加压力，省政府批复的《河南林业
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2013~2017年）》，
使生态带建设宽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两侧
各100米，总面积约21.59万亩，总干渠的绿色
屏障变得更加坚实牢固。

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建成通水之前，
南阳市不等不靠，从 2013年起，连续三年决
战总干渠绿化，在全线率先建成了连南贯北
的生态带。

宛城大地上的绿色之变，是我省生态带
建设的一个缩影。

省林业厅强化业务指导，将总干渠
生态带建设作为 2016 年和 2017 年绿

化工作重点来抓。省南水北调办
积极行动，密切配合，强化督导
检查。有关省辖市政府都召开

了生态带建设动员会，要求
各有关县（区）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亲自挂帅，科学
设计，精心施工，扎实
推进。各省辖市还召

开了专题推进会和
现场会，观摩学习，

推进工作，加

快进度。
高标准规划夯实生态带建设基础。

根据国家规划和省提升规划要求，各省辖
市结合本市实际，精心编制生态带建设规
划，并聘请省内专家进行论证。在树种选
择上坚持常绿、少落叶、少病虫害等导向，
内侧 30~40 米种常绿树种，外侧 60~70
米种植经济林，实现了生态效益、水质安
全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我省积极创新建设经营模式，生态带
建设速度在总干渠全线省市中遥遥领
先。各地基本采用大户承包、政府补贴、
合作共赢的模式，引入大量社会资本，为
生态带建设注入活力，加快了建设步伐。

苏团是我省一家林业开发公司的总经
理，总干渠生态带建设大幕开启后，方城县
南水北调总干渠旁2700多亩土地成了他
的“主战场”。方城县政府给予土地流转费
用补贴、苗木补贴，苏团的公司投入2000

多万元，在总干渠旁建成美丽生态带。
加大督查力度，推进生态带建设。省林

业厅、省南水北调办等多次开展督导检查。
新乡、焦作、安阳等市政府成立督导组对生
态带建设各个环节进行督导。安阳市政府
启动专项督查机制，成立4个督导组分包县
（区），对完不成时间节点任务的，启动约谈
问责机制。

时光匆匆，无数汗水智慧，点染出总干
渠旁一片片绿色美景。

在南水北调郑州市区段，规划建设长度
61.7公里，总面积近25平方公里的生态文化
公园，四季有绿、三季有花，成为省会的一道
美丽风景。在新乡市凤泉区，总干渠旁的一
片荒山，如今已变成生机勃勃的美丽游园。
禹州市总干渠旁的一片渣土堆放场，已被精
心改建成植被丰富、风光秀丽的“城市阳台”。

千里总干渠，像这样花木繁盛、林水相
映的景象已随处可见。

攻坚克难 破除瓶颈

高度重视 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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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焦作城区段生态带效
果图

图① 禹州总干渠生态带“城
市阳台” 余培松 摄

图② 淅川总干渠生态廊道
余培松 摄

郑州市中原西路总干渠生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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