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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白秋津
本报通讯员 魏广军 毛玺玺

盛夏时节，平顶山白龟湖国

家湿地公园中，荷花绽放，树木丰

茂；依水而建的新城区，高楼林

立、道路纵横；穿城而过的湛河水

域，河水清澈，缓缓流淌……处处

展现着鹰城的旖旎风姿，勾画出

人水和谐诗意画境。

出租车司机梁先生开车穿

越在鹰城的大街小巷，看着街头

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市道路

不断提档升级，曾深深期待的天

蓝、水净、岸绿、花红、路畅、景

美，一步步变为现实，在这里生

活了40多年的他感触颇深：“政

府可真是下住劲儿了，城市变得

越来越得劲儿了，每天感觉就像

是生活在风景画里。”

政府“下劲儿”，群众“得劲

儿”。近年来，平顶山立足市情

和新形势新要求，全域科学谋划

促“蝶变”，以人为本细问“民

生”，高质量书写“百城提质”新

篇章，推动城市“颜值”不断提

升，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地方传真

●● ●● ●●

本报讯（通讯员 范长坡 赵贝贝）“车辆
超限超载，不仅污染公路、堵塞交通，而且还威
胁其他车辆行人出行，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但
随着专项行动的开展，公路上大货车违法超限
超载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了。”7月30日，叶县交
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恩召告诉笔者。

在位于任店镇的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
执法专项行动指挥部和十里铺超限监测站院
内，60多辆被查扣的非法改拼装超载大货车
等待处理。“称重确定超载率后，超载货物将
卸载转货，超载驾驶员要接受驾驶证记分和
罚款等处罚，私自改装车辆还要强制恢复车
辆原状。”张恩召介绍。

据悉，车辆超限超载是严重的违法运输

行为，特别是大货车超限超载严重破坏公路
路面及桥梁设施，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被
称为头号“公路杀手”和“事故元凶”。而叶县
境内有国道两条、省道两条、高速公路三条，
是我省豫西南地区的南北、东西大通道，交通
位置十分重要，每天过境车辆近5万辆，其中
过境大货车多达七八千辆。

为进一步做好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有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道路交
通安全，叶县自6月20日起，开展为期40天
的全县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专项行
动。成立了由县长任指挥长的治理车辆超
限超载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指挥部和交通公
安联合执法大队，设立专门办公场所，抽调

专职工作人员，为专项行动的顺利实施提供
坚实保障。

据了解，此次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
执法专项行动对治超站点进行升级改造，
建立了交通公安信息指挥中心平台，安装
了即时称重的不停车预检系统，采购了9台
执法专用车、130个执法记录仪，在辖区内
5个卡点、1个超限站进行24小时不间断联
合执法。同时采取卡点治超、流动治超、科
学治超相结合和同鲁山县、方城县道路执
法部门跨区域联手的方式，聚焦南水北调
桥梁、国省干道、农村道路等货源地较集
中、短途驳载较严重路段，严格落实“逢超
必卸、逢超必扣分、逢改装必切割”的治超

理念，对各类违法车辆严查重处。
为确保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取得实

效，加强执法人员廉政教育，县监察委专门出
台了《关于严明全县联合治理超限超载工作
纪律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签订不为超
限超载运输讲情说情承诺书，县四大班子领
导率先签订承诺书，目前，全县科级以上干部
已全部签订了承诺书。

据介绍，截至目前，叶县治理车辆超限
超载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共查
扣超限超载车辆 240多台，处理 200多台，
卸货6650余吨，引导自行切割改型车辆30
余台，超限超载现象已得到遏制，改装的“道
路杀手百吨王”已基本看不到。8

盛夏时节，鲁山供电公司开展“零点工程”，将城区 10
千伏琴穆线重载负荷转移至 10千伏鲁城线，缓解供电压
力，为该区域 4000余户居民可靠供电提供保障。图为深
夜，鲁山供电公司组织 20余名电力工人，连续奋战 9个小
时的工作现场。（范本虎 文/图）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白秋津）7月 24日，我省首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国家专利金奖的新一代抗艾滋病一
类新药阿兹夫定项目，获得平顶山市科技创新奖励资金 50
万元。和阿兹夫定项目一样，在当天召开的平顶山创建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动员会上，获国家、省科学技术奖的20
项成果，5项国家、省专利奖，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
个省级科技创新型团队共获得奖励资金497.5万元。

平顶山是一座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自
2014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验收以来，平顶山积极
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出台了《平顶山市科技创新三
年行动计划》《平顶山市科技创新劵实施管理办法》等科技
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本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科技创
新、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并通过知识产权贯标，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等奖励措施，推进知识产权优势培育工程。

据了解，去年平顶山科技创新奖励补助资金总额达
1742.5 万元。全市专利申请由 2015 年的 2444 件提升至
3350件，发明专利申请为 988件，同期增长 10.5%，其中国
家专利金奖1项（全国仅20项）、国家专利优秀奖1项、省专
利奖一等奖 2项（全省仅 5项）；拥有省、市两级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11家、优势区域2家。

据平顶山科技局局长赵会杰介绍，到2020年年底前，平
顶山将实现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全省平均水
平，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增长率超过20%；
培育15-20家市级以上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企业专利技术实
施率在75%以上，50%以上的规模企业拥有专利；实现全市
10个产业集聚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全覆盖。8

本报讯（通讯员 毛玺玺）“公安局在法院设立执行警务
室，由县公安民警常驻值守，将实现公安与法院执行力量的

‘无缝对接’。”7月 30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
合处处长李明告诉记者。

近日，宝丰县公安局驻宝丰县法院执行警务室揭牌成
立。宝丰县法院成为全市法院系统第一个具有执行警务室
的法院，这对于基层法院有效打击拒执犯罪，破解“人难找、
财难寻、控制难、打击难”等执行难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将起到推动作用。

据了解，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为贯彻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重
大决策部署，做好“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宝丰县印发了
《关于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为执行
工作强化人力物力，并通过召开工作联席会议，建立工作动
态日通报制度。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宝丰县法院共受理各
类执行案件1174件，比去年同期上升30.01%；结案655件，
同比上升 47.86%，结案标的额 4.45亿元，对失信被执行人
采取拘留措施33人次。

“宝丰县法院执行警务室的设立，是宝丰县法院与宝丰
县公安局联动形式的进一步具体化，旨在加强联合惩戒，推
动建立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合力，确保‘基本解决执
行难’。”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井慧宝说。8

本报讯（通讯员 张旭长）7月 30日，平顶山市湛河区荆
山街道任庄村村民赵庆立的苗圃里一片繁忙：来自北京、西
安等地客户正忙碌着挑选各种绿化树。“道路修通还不到三
个月，苗圃里就已卖出了两万多株绿化树，俺再不抓紧时间
培育新苗木，要不了半年就没树可卖了。”赵庆立揶揄中难
掩欣喜。

赵庆立所说的道路就是苗圃前的任油路。今年初，湛
河区投资 98.2万元，打通了任油路与该区开源路高速引线
之间的通道。客户在绿化树装车之后，20分钟内就能驶上
宁洛高速，当天就能赶回北京或西安进行种植。

任油路的扩建只是湛河区通过推进公路建设、振兴乡
村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湛河区将“四好公路”，即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
抓手，全面落实城乡道路一体化战略，不断加快农村道路建
设,大力通畅、改善农村路网，深化推进养护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提升城乡运输服务水平，不仅有效改善了辖区居民的
出行条件，还带动了农村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修一条
道路，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四年来，湛河区共修建乡村道路 52.6公里，合
格率达100%。依托便利的交通，乡村旅游产业及现代农业
不断发展，今年上半年吸引近郊游市民 10万余人次，创造
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8

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

平顶山重奖科创企业

助力“基本解决执行难”

宝丰公安法院联动出新招

湛河区

“四好公路”打通乡村振兴路

矿山煤城“变脸”生态花园
——平顶山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纪实

叶县动真碰硬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图片新闻

湛河生态文化公园水清河畅、满目翠绿
王尧 摄

我们把全市 7882 平方公里当
作一个大城市来规划建设，把每
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
开始建设，实现‘多规合一’，不
留历史遗憾。

周斌
平顶山市委书记

“现在周围的绿化多了、路灯亮了、扬
尘少了、街道干净了、道路宽了、休闲的地
方多了，商店招牌也统一了，出门让人看
着心里都敞亮。”7月 30日，平顶山白鹭洲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前来晨练的市民王
先生说。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陷区，经过综
合治理开发，如今已绿意满盈，碧波荡漾，
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后花园”。

改善市民生活环境，恢复城市生态，
“城市双修”是良策。平顶山在百城提质
中打出“城市双修”的“组合拳”，实现城市
修补、生态修复并举，不断建好“绿屏障”，

做活“水文章”，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加快
由矿城向宜居宜业城市转型。

建好“绿屏障”，让“水绿交融生态美”
成为亮丽名片。平顶山不断推进山顶公
园升级改造和矿山公园建设，完成占地
1500多亩的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建
设；开展生态廊道建设、环城防护林及城
郊森林建设等八大重点工程建设。建成
区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和绿地总面积分别
达到2704公顷、2448公顷，城市绿化覆盖
率 43.1%，城市绿地率 39.42%，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11.64平方米。

做活“水文章”，构建富有灵气、活力
和动感的城市生态水系。平顶山根据全

域生态水系规划，实施河湖水系联通、水
景观塑造、水环境修复，着力打造海绵城
市；完成了市污泥处置工程等28个国家重
点流域规划项目治理任务，建成并正常稳
定运行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共11家，生
活污水处理率提升到 94.3%以上、污泥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此外，平顶山还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联席
会议制度，投入大气污染防治资金24亿元
助力“蓝天工程”，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环评标
准，积极实施“退城进园”；明确将环境保护
纳入地方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实行环境保护

“一票否决制”；推出减煤、控车、抑尘、治源、
增绿等“一揽子”措施，取得阶段性胜利。

“规划引领，就是要扣好城市建设的
第一粒扣子。我们把全市 7882平方公里
当作一个大城市来规划建设，把每一寸土
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实现

‘多规合一’，不留历史遗憾。”平顶山市委
书记周斌说。

作为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平顶
山先有矿后有城，规划先天不足，建设欠
账较多。为此，平顶山对全域实施城市总
体规划修编，完善专项规划体系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进行“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空
间划定，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形成
全覆盖的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统筹宜业
与宜居、地上与地下、硬件与软件、新区与
老区协调发展，推动城市设计全覆盖，使

城市发展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与资源环境
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期盼相吻合。

规划，既要提升城市“颜值”，又要彰
显城市特色。在百城提质工作中，平顶山
因地制宜，划定城市重点控制地段，先后
编制完成《平顶山市北部山体生态修复暨
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平顶山市沙河景
观带总体概念性规划设计》等 8项专项规
划和6个独立工矿区规划。

规划，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作为中心城区，新华区尽管
面临着如厕难、停车难、出行难等生活难
题，但也承载着当下更多市民的生活愿
景。对此，新华区研究确定了“一主两辅”

“五区三园一楼宇”九大发展载体，指导城

市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功能。
“高端设计与前瞻规划并重，项目支

撑与投融资并重，完善设施与提升内涵并
重，文化浸润和生态涵养并重。”平顶山新
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这样
的思路，新华区正在打造生态宜居区、商
贸居住区等城市功能分区，实现城市内涵
式发展。

为确保百城提质落地生根，平顶山出
台了《平顶山市制止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暂
行办法》《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等法规；建立奖惩考评机制，严格执行

“日报告、周例会、月协调、季通报”制度；实
施项目监察和问责，开展“百日攻坚提速行
动”，明确责任，建立攻坚任务推进机制。

“这个十字路口的 4个转口都建起了
漂亮的遮阳伞，晴天能遮阳，雨天可避
雨。等红绿灯的时候心情也平稳温和了
很多。”7月 31日，市民周娟告诉记者。在
建设路与光明路附近做生意的她，看到随
着百城提质不断推进，建设路提升改造越
来越有模有样了。

城市道路如同“毛细血管”，对城市外
连接和内循环的正常高效运转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平顶山不断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出行环境，提高城市综合
承载能力。先后对建设路、光明路等“六
纵六横”城市主次干道进行优化改造、提
档升级；投资 78.71 亿元，实施打通“断头

路”，畅通“微循环”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已
开工建设53项，15项已完工。

小厕所折射大民生。基于方便群众
生活的考虑，平顶山大力实施“厕所革
命”，确定 6个改厕试点乡镇，完成农户改
厕 2.9万户，71个乡镇计划新建改建二类
公厕 142座。同时，启动全域农村生活垃
圾整治，对261个老旧小区和28条背街小
巷开展综合整治，并改造升级10座垃圾中
转站和430座城郊村标准化垃圾池。

为打造“路通灯明排水畅，三供一业
有保障，内外整洁绿植多，安全方便好风
尚”的优美居住环境，平顶山不断加大棚
改力度，构建大棚改格局，实现全域城镇

化；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对重点对象的住
房问题进行反复核查，并与扶贫、民政、残
联等部门信息比对核准，组织开展“百企
帮百村”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危房改
造工作，让“住有所居”渐行渐近。

同时，为实现信息多跑腿，提升服务
意识，平顶山建立了覆盖市区80平方公里
的数字化城管系统，提升市政管养精细化
水平；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深化城市管理行政审批改革，优化办事流
程，压缩7项业务办理时限；加强网上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审批电子档案并逐步
实现行政许可网上办理，大力提升“一站
式”服务水平。

规划，勾勒好城市的“发展蓝图”

“提质”，让居民更有“获得感”

统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下图 平顶山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
水而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宜居新城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