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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自信，叫娓娓道来；有一种智慧，叫
标本兼治；有一种精神，叫不屈不挠；有一种情
怀，叫不断攀高。”9月13日至15日，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考核验收组的专家们，在对许昌生态园林
建设的数量规模、质量水平进行实地考察后，对
许昌的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赞叹不已。

在这些眼光一向“苛刻”的专家教授看来，许
昌市将生态建设、水系建设与民生工程有机融
合，在中原缺水城市打造了“莲城风韵”、水乡风
貌，展现了内陆林水相融共生的城市风采，特色
明显，经验良多。

缺少地利之便、不占纬度之优的许昌，为什
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规划到位、资金到
位、管理到位、督导到位，这些具体的举措，无疑
是表层的因素；而深层次的因素，则是市委、市政
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抓在手上、放在心里”，摆在
发展的首要位置，切切实实地推动“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生根。

打造生态品牌，不仅没有影响许昌的经济发
展，反而使城市因为“高颜值”和“好气质”而魅力
大增，让城市竞争力、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十
二五”期间，许昌GDP年均增长11.2%，增速位居
全省第一；去年，许昌市GDP增速达到8.8%、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 17.2%，均为全省第一；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
业用电量增速均居全省第一，综合实力稳居全省
第一方阵。在《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
中，许昌居民获得感指数、安全感指数、信心感指
数均居全省第一位。

走进今日许昌，绿水相依的公园，气势恢宏的
广场，乐景交融的音乐喷泉，碧树掩映的花园，透
露出城市的和谐与幸福，张扬着城市的生机与活
力；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一个
个国字号城市品牌，彰显执政决策的智慧和为民
理念，展现“许昌型干部”的务实重干、拼搏奋
进。

在你追我赶的城市与区域竞争中，实干才是
通往成功的唯一捷径。收获了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的许昌人，正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昂扬的
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建设更高水准、更高层次
的生态园林城市，致力把许昌打造成中原大地的
一颗璀璨明珠！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
——许昌市成为全省首家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密码”

（上接第一版）全国仅有11座城市获此
殊荣。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考核验收组认为，许
昌市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科学规划有序、组
织严密有效、跨越发展有量、多元管控有力、
共建共享有成”，特色明显，经验良多，获此
殊荣名副其实。

十年辛苦不寻常。从 2007 年获得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到如今摘
下全省首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桂冠，生态
文明建设的“许昌样本”，镌刻着许昌深化
文明创建的笃定足迹，标志着莲城宜居优
势更加突出，意味着群众的幸福指数进一
步提升。

作为全省的佼佼者，许昌的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品牌是怎样“炼”成的？他们走出了
一条什么样的创建之路？生态园林城市建
设，给许昌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红利，又给
省内城市提供了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春天，以樱花、海棠为主的魏文路多了几
分浪漫。

夏季，芙蓉大道的紫薇竞相绽放，让人流
连忘返。

秋时，莲城大道的银杏叶开始变黄，“黄
金大道”景色宜人。

冬日，竹林路的小叶女贞静静矗立，景观
特色道路别有风味……

“沿河一片绿、依河一批景”，12月3日，
占地3300亩的城市中央公园，花木多彩，碧
波荡漾，吸引了不少前来赏景的市民。带着
家人前来游玩的“老许昌”刘林自豪地说，如
今的许昌，四季有花、满眼皆绿，无论是花木
的品种，还是园林小品的设计，“一点儿都不
比沿海城市差”。

这一切，首先得益于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许昌市

委、市政府从创建之初就坚持规划引领的发
展战略，修订完善了《许昌市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实施了《许昌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5~2030年）》，形成了“‘环、带、楔、点、
片、网’相结合，以‘一轴、三环、六纵六横水
系、十纵十横路网’为重点”的城市绿地系统，
全面提升城市“绿能量”。

立足谋划在前，许昌市在前期调查摸底
的基础上，谋划了 55个园林绿化项目和 96
个“绿满许昌”专项行动项目，“工程造绿、见
缝插绿、立体增绿”，在有限的空间与土地上
开展增绿添景、增花添彩，重点打造了公园

“绿肺”、生态绿廊、庭院绿景、城郊“绿环”，
让市民亲绿近绿，尽享绿色空间。

点线面结合，提升绿地覆盖。在“点”上
彰显风情，突出大绿量、高品位，增加建筑小
品，注重色彩搭配，全市建成154个公园、游
园和广场，打造了“造型各异、别具一格”的园
林景观；在“线”上构筑风景，打造了市区 38
公里外环通道防护林带，建成82公里长的绿
色长廊；在“面”上打造风光，在城市建成区外
围建成4处总面积10万亩大型生态林海，在
京港澳高速和京广高铁沿线范围内建设完成
绵延 30公里、占地 8420亩的生态廊道，“两
高”周边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27.06%提高至
82.25%。

多植被搭配，增加城市色彩。着力“增
绿”，针对北方城市气候特点，许昌市积极引
进常绿树种，形成了“全年常青、四季有花”的
景观效果；着力“添彩”，围绕“一路一树”“一
路一花”“一路一景”，相继建成樱花大道、海
棠大道、紫薇大道、银杏大道、法桐大道等景
观道路，实现色彩亮、层次好、景观美；着力

“塑形”，以植物造景为主，栽植全冠苗木，采
用多色调、造型树搭配，形成了随季变化、植
物群落丰富、复层种植的植物配置模式。

目前，许昌建成区绿地面积达 3463.71
公顷，绿化覆盖面积达3858.91公顷，公园绿
地面积达 720.66 公顷，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36.46%、绿化覆盖率40.62%、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12.34平方米，形成了功能完善、布局均
衡的城市绿地系统。

漫步于秋湖湿地，湖边、林中随处可见健
身、休闲的身影，群众的生活品质、获得感和
幸福感大幅提升。

行走在香山公园，树木常绿，小路蜿蜒，景
色迷人，人们又多了一个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泛舟于护城河道，市民乘水上巴士可
以轻松实现“一船游城河，坐赏两岸景”的
愿望……

近年来，许昌市坚持“生态优先、项目带
动”，形成了“绿满全城，清水绕城，古风新韵，
景致秀美，个性鲜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
市格局。

水是城市的眼睛。为切实改善流域水
质，打造良好水生态环境，许昌市依托中心城
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大力实施清潩河、饮马
河、灞陵河等水系景观建设和鹿鸣湖、芙蓉

湖、秋湖湿地等园林景观建设，使中心城区河
湖水系绿化面积达到6500亩，其中园建面积
1300亩，种植绿化苗木 45万株，增植荷花、
睡莲等水生植物132亩，实现了“河畅、湖清、
水净、岸绿、景美”水生态景观。

“治污为先、标本兼治”，许昌市先后投入
10多亿元用于污水治理，先后淘汰造纸生产
线61条，压缩造纸产能22万吨，转型调整制
革企业 60余家，累计截流排污口 600余个，
新建雨、污管网70余公里，彻底消除了城市
黑臭水体，构建起“城水共生、绿廊穿插、绿叶
环绕、邻水相依、花城相伴”的城市生态系统。

许昌的护城河，是一座拥有500多年历
史的河流，早年间河道污水横流，周围环境脏
乱。许昌市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通
过清淤疏浚、截污净水等工程的实施，极大地

改善了老城区的人居生态环境。改造后的护
城河，将水、绿、景、文有机结合，形成了虹桥
卧波、杨柳垂荫、荷塘连绵的生态景观，再现
了“十里荷花”的莲城风韵。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许昌市高度重视
城市“双修”工作，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
城市生态品质。2007年以来，许昌市先后3次
累计投资1100多万元，对旺田生活垃圾综合
处理中心北侧占地150亩的垃圾山进行封场
改造、生态修复、绿化美化，使得昔日“雨天污水
肆虐，晴日秽气远播”的垃圾山变身成为花木
葱茏、四季宜人的“香山公园”；2015年，对东城
区一处挖土烧砖遗留的低洼废弃地进行修复
利用，通过引水开湖、依湖造景，精心打造出一
个占地900多亩的秋湖湿地公园，城市面貌大
大改善，城市生态特色进一步彰显。

作为 2017 年许昌市城市建设的“一号
工程”，占地 3.9平方公里的曹魏古城，以春
秋楼、曹丞相府为核心，集文化展示、休闲旅
游、商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是许昌展示曹
魏文化的重要支撑和载体。 在曹魏中轴线
建设现场，一批曹魏风格的建筑群初显“芳
容”：南大街北口，仿古连廊绵延，骑楼高耸，
恢弘大气；南城门附近的房屋外立面搭配仿
古挑檐等传统建筑符号，凸显出老街的厚重
文化……

为增加城市园林文化内涵、提升城市
品位，近年来，许昌市政府投资 6000 余万
元，提升改造了具有 1800年历史的西湖公

园，再现了德星亭、汉城墙遗址园林等景
观；打造了曹魏文化广场、春秋楼景区、灞
陵桥景区等一批公园绿地；围绕运粮河建
设了潜龙广场、登秋台游园等“一河十八
景”的人文景观；大手笔实施的曹魏古城开
发建设，将与护城河相得益彰，形成“一环
碧水绕莲城，千年古韵满魏都”的城市形
象。

许昌市坚持“文脉”与“绿脉”的融合和延
续，以“绿”领航，让城市携古代文明神韵，透
现代文明之光，显生态文明特色。

保护绿色环境。呵护蓝天白云的“许昌
行动”，取缔“散乱污”企业4232家，完成电代

煤、气代煤“双替代”3.13万户，去年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居全省第三位。

推动绿色产业。许昌市坚持走创新引领
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以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融合化为方向，开展“设备换芯、生
产换线、机器换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全省比重15%以上、成为全省三个核心集
聚区之一。

聚焦绿色发展。在许昌，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建筑垃圾收集率、
利用率分别达100%、95%以上，荣获全省首
个“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河南省建筑
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市”。

一城青翠半城莲一城青翠半城莲 孟涵孟涵 摄摄

秋湖湿地 籍晓鸣 摄

中央公园 籍晓鸣 摄

在城市创建的恢弘乐章中，“为民”是最
动人的旋律。

68岁的市民刘为国爱逛许昌的公园，这
几年足迹遍布市区大大小小的公园。现在，
他学会了在微信里秀美图，城市公园如诗如
画的美景图片总能引来密密麻麻的点赞。

谈及许昌的变化之快，风景之美，他感慨
地说：“早前的许昌市区，也曾经有过‘脏乱
差’的经历。现在的许昌可是大变样了，环境
好了，城市干净了，市区处处都能看到美景，
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变好了。”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改善了生态环
境，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近3年，
许昌通过倡导“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出行方
式，大力实施城市绿道建设，新建道路44公

里，改造、整修道路 284公里。共建成绿道
90.6公里、步行道226公里，城市道路完好率
达到98.22%；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系统，设置
公共自行车站点 350 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8000辆，办卡市民达到 66617人，累计骑行
1647.2万次，单日最多借还车66132人次，在
城市公共交通中的出行分担率达到23%，彻
底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除了让市民享受家门口的“绿色福利”，
许昌市还构建了“15分钟健身圈”“15分钟健
康圈”等“为民服务圈”。目前城区已建成多
功能运动场41个、羽毛球场25个、排球场2
个、门球场9个、网球场3个、儿童游乐场40
个、乒乓球台 60个、健身路径 63条等，遍布
市区的清潩河、饮马河等河湖水系以及文峰

游园、南湖游园等广场、游园，为城市增添了
许多运动元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1 年前，许昌市提出了水生态文明城
市、生态园林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和中
国人居环境奖“五城联创”的城市创建目标，
如今已有“两城”稳入囊中：今年 4月，许昌
市成为全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获得验收通
过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此番又获得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奖牌，实现了“五城联创”的初
期目标。

“创建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许昌
市委书记武国定说，许昌市将坚持把绿色作
为最亮的底色、最宝贵的资源，在更高起点上
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让城市天更蓝、水更清、
地更绿、景更美，百姓生活更幸福。

规划为魂——

尽享绿色空间

1

生态优先—— 环境不断改善2

3 丰富内涵—— 彰显莲城特色

4 创建惠民—— 生活更加美好

【尾声】

生态品牌
构筑发展优势

灞桥柳色 朱宁 摄

宛若玉带绕新城宛若玉带绕新城 汪涛汪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