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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五大示范工程”
“节”“减”出一方碧水蓝天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三年
来，鹤壁市围绕保护山水林田湖草，不断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补齐生态短板，
节能减排与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让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是一

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的答卷——

2017 年，鹤壁市生产总值 838.8 亿
元，能源消费总量 544.2 万吨标准煤，全
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7.65%，是
国 家 原 定 目 标 下 降 4.22% 的 1.8 倍 。
2017年，鹤壁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52
万吨，同比下降3.1%，是国家原定目标下
降 2.39%的 1.3 倍；氨氮排放量 0.35 万
吨，同比下降 3.72%，是国家原定目标下
降 2.88%的 1.29 倍；二氧化硫排放量

3.78万吨，同比下降7.6%，是国家原定目
标下降 2.09%的 3.63 倍；氮氧化物排放
量 3.98万吨，同比下降 5.63%，是国家原
定目标下降3.79%的 1.48倍。

空气质量持续提升，2017年全市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65微克、同比
下降 8微克，优良天数达 225天、同比增
加 21天，在省内 7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城市中均排名第一，在全国“2+
26”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九、第十。水环境
质量持续保持优良，淇河水质常年保持
在二类标准以上，在全省 60条城市河流
中水质持续排名居首，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森林覆盖率、
城市绿化覆盖率分别达 32.6%、39.6%；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5.5%，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25个百分点，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生

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
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
境质量。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
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优势、环境品牌正在为鹤壁市
带来优厚的‘绿色福利’，也更加坚定了
鹤壁人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信心。我们将
继续做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
展’三篇文章，使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优，建设更高品质的生态文明之城、
活力特色之城、幸福和谐之城！”鹤壁市
委书记范修芳表示。

“示范市建设三年来，鹤壁市在省财政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环保厅的大力支持下，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开展节能减排工
作，实施项目155个，完成投资74.68亿元，项
目建设推进顺利，生态环境明显提升。”鹤壁
市市长郭浩介绍。

推进产业园区改造提升工程。在产业低
碳方面，实施项目 24个，完成投资 15.56 亿
元。结合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丰鹤电厂、
同力电厂、鹤煤热电厂等实施 8台燃煤发电
机组升级改造，实现了全市电厂机组超洁净
排放。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同力水
泥公司生料磨系统节能技术改造、宝发能源
公司生产系统节能技术改造、国立光电研发
中心等项目，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经专家测
算，24个项目完工投用后，每年可节约 34.9
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硫 1.6万吨、氮氧化物
1.3万吨。

推进绿色低碳交通工程。在低碳交通方
面，实施项目13个，完成投资6.5亿元。购置
推广 430辆清洁能源公交车，替换原老旧公
交车辆。建设自行车慢道10公里、人行步道
15公里；在淇滨区、山城区、鹤山区和淇县建
设公共自行车站点 230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5620辆。为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建设 30
公里输煤管带，是国内运程最长的圆管型带
式输送机，煤炭直接进入电厂锅炉原煤仓，减
少了运煤车辆对环境的污染。上述 13个项
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全市交通能源结构、减
少了大气污染源。

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工程。在建筑节能方
面，实施项目 56 个，完成投资 13 亿元。其
中，低碳公共机构建筑节能改造等项目 32
个，全市新建星级绿色建筑 85万平方米，在
建星级绿色建筑约 52万平方米。公共机构
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50万平方米，在 41家市
直单位推进能耗定额管理，连续五年获得全
省先进单位。建设公共机构节能监测管理平

台，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公共机构全覆盖监测
平台；作为我省推荐的5家单位之一，顺利通
过国管局“能效领跑者”创建活动验收。实施
淇县、淇滨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道路路
灯改造等11个项目，更换老旧路灯6326盏，
安装新建路灯 6214盏，改造景区景观灯 7.1
万盏。实施老城区集中供热、供气等 4个项
目，建设供热管网93公里、换热站79个。

推进蓝天碧水工程。在污染物减量方
面，实施项目 36个，完成投资 14.8亿元。在
淇滨区、山城区和浚县、淇县城区实施雨污分
流改造和污水管网建设，建设雨污管网 300
公里，有效完善了污水收集体系，避免雨污合
流对河渠造成污染。建设中水管网，将淇滨
污水处理厂的中水输送到 14公里外的鹤淇
电厂作为生产用水。购置 129 辆垃圾清运
车，实施浚县、淇滨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生
活垃圾收运工程，完善了垃圾收运体系。在
69个村庄实施农村环境提升工程，建设污水
管网48.6千米，建设垃圾池496个、垃圾转运
站26座，有效解决了污水横流与垃圾乱堆问
题。

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关键补链工程。在
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实施项目 25个，完成
投资 24.7 亿元。5个大型风力、光伏电站建
成投产，装机容量达 34.75万千瓦，年节约标
煤 16.5万吨。把节能减排和脱贫攻坚、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对接，在全市域推广光伏
扶贫政策，受益贫困户达 2858户，每户年均
增收 3000元；试点推广“新能源公社”项目，
利用农村屋顶，在 6个村建设项目 7万多平
方米，村集体、村民、企业合作建设光伏电站
6.8 兆瓦，每年每村集体可平均增加收入 20
万元。这些项目的实施，每年可节约标煤
1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3.3万吨、二氧化硫
1708吨、氮氧化物 655吨。全市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容量占比从 4.5%上升到 10.5%，加
快了传统能源基地的清洁化转型。

试点城市的使命在于创新。三年
来，鹤壁市委、市政府不仅在节能减排项
目落实上积极探索，而且在建设长效机
制、项目质量安全、动员群众参与方面也
创新探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2016年 6月 29日，鹤壁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鹤壁市循环经
济生态城市建设条例》，这是该市首部地
方性法规，在省辖市生态建设立法方面走
在了全国前列。去年4月，还受邀参加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苏州座谈会并
作发言，生态立法的做法受到与会专家的
充分肯定。此外，该市还制定了《鹤壁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进一步
对城市节能减排中的难点进行规范和约
束。为长期保护、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鹤壁市制定实施“五节共推”（节能、节
水、节地、节材、节矿）“五气共管”（工业废
气、燃煤烟气、汽车尾气、城市扬尘、油烟
废气）“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
水、保供水、抓节水）等五年规划，明确了

“十三五”期间节能减排工作重点。为使
规划持续落实见效，又相继制定实施《鹤
壁市水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鹤壁市主要
产品能耗限额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
切实调动了全市打赢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转型发展攻坚战的主动性、创造性。
为明确各级各部门在环境保护中的职

责，鹤壁市委、市政府印发实施《关于明
确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职责
的通知》《鹤壁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对造成
损害生态环境问题的干部真追责、敢追
责、严追责。通过建立问责机制，使领导
干部转变了思想，努力争当改善生态环
境的亲为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

项目建设是示范市建设工作的关
键。鹤壁市严格落实《鹤壁市国家节能
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示范项目及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科学规范、严
格控制项目的筛选、决策、督导、调整、验
收环节。引入第三方机构专家全程参
与。为确保项目筛选科学合理，委托省
工程咨询公司对示范项目进行评审，由
行业专家、财务专家、政策类专家组成评
审组，对申报项目打分，核实项目投资，
确定符合要求的项目，然后下达资金计
划。项目建成后，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
所对项目投资进行审核，委托评估机构
对项目节能减排效果进行核查，将这两
项核查结果作为项目验收依据，确保项
目按计划实施，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
效。坚持集体决策公开透明。为减少资
金使用中的廉政风险，鹤壁市建立健全
项目管理“四步工作法”：一是由县区示
范办和项目牵头部门初选；二是由市节

能减排示范办组织市发改委、财政、住
建、环保、交通运输等部门和相关专家召
开联席会议研究；三是由市节能减排示
范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四是上网
公示，全过程透明。强化全方位核查监
管。该市节能减排示范办每月对下达资
金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通报，每季度至
少到项目现场督导1次，对重点项目实行
全过程监管，实地核查投资额、工程量、
施工合同、施工手续等。

如何使节能减排成为广大群众的自
觉行动？三年来，鹤壁市由点到面、自上
而下，全方位搞好节能减排宣传,不断提
高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行动——建立节能
减排和循环经济网站、微信公众号，发布
工作动态、政策法规等信息 400余条；在
鹤壁新闻媒体黄金时段播放节能减排公
益公告，宣传节能减排典型项目和成效，
组织节能减排知识竞赛、有奖征文等活
动；印发3万册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知识
读本分发到全市中小学和机关单位；举
办高规格节能减排讲座，培训各县区、市
直单位、企业 2000多人次；组织节能减
排集中宣传活动，在主要街道、车站、高
速口等人流量密集的地方，设立 200多
块广告宣传牌。通过长期性、全方位、立
体式宣传活动，在全市形成了浓厚的舆
论和工作氛围。

◎探索三个创新
创建能管长远的制度机制

◎答好一份答卷
让群众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记者 郭戈

鹤壁因煤而建、依煤而兴，是典型的资源

型城市。长期的煤炭开采，在为国家经济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遭受

严重破坏。“千疮百孔”的采煤沉陷区，“黑、脏、

乱”的老城区环境，一度曾是鹤壁的写照，成

为鹤壁人民的心头之痛。

鹤壁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

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中央

为鹤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4年12月，鹤壁市在多年来坚持实施节能

减排的基础上，被确定为我省唯一的国家节

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三年多来，鹤

壁市委、市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攻坚克难、

争创一流，示范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

由探索实施向规范发展转变、由阶段推进向

长效机制保障转变、由市域自主推进向影响

不断扩大转变。同时，该项工作2015年度、

2016年度、2017年度在财政部组织的第三

方绩效考核中连续获得优秀等次，被财政部

予以通报表彰，节能减排经验及成效先后被

光明网、中国财经报及河南日报重点报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

今的鹤壁，太行掩翠、淇水如碧，林茂粮丰、鸟

语花香，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独特优势和

靓丽品牌，实现了由“煤城”到“绿城”的华丽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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