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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

市生活的生命线。

自西向东、穿城而过的湛河，

是鹰城人民的“母亲河”。古称湛

水，在《水经注》中有“湛水出犨县

北……于汝水九曲北，东入汝水”

的记载。它因河水清澈湛蓝而得

名，发源于宝丰县仝岭，流经一县

五区，在今高新区境内张庄村汇

入沙河，其干流全长 40.2 公里，

主要支流 18条，总流域面积219

平方公里。

然而，在鹰城60年的快速发

展历程中，湛河深受工业的影响，

工矿弃渣、生活垃圾，废水直排，雨

污混流，致使湛河成为让人望而却

步的“龙须沟”。

湛河何时变清的呼声越来越

迫切。民之所呼，必有所应。近年

来，平顶山市委、市政府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做活城

市“水”文章，把承载着民心民意民

盼的湛河综合治理作为百城提质

的重要工程、城市转型的关键一

招。2013年 6月 5日，果断发出

了“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向湛

河污染宣战”的行动号令，按照“核

心是治污，重点是引水，关键是生

态”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截

污治污、河道治理、引水蓄水、景观

绿化四大工程，一场持续五年之久

的绿水保卫战由此拉开帷幕。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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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永续东流去

碧绿的泉水清澈见底，微波潋滟；河
堤上杨柳依依，果树成林，红的、黄的、粉
的鲜花竞相开放……游人三三两两，在
青石栏杆的桥上、在回环蜿蜒的步道上
拍照留念。

这里是位于宝丰周庄镇马起营村的
湛源泉，湛河的源头之一。不曾想，眼前
如诗如画的美景曾经竟是污水横流。“治
理前，村里这条河沿途分布着 4个排污
口，有水的地方浮物漂流、河水浑浊；无
水的地方河床杂草丛生、淤泥显露。”在
此生活一辈子的老村民王建告诉记者。

管控污水，是湛河治理最基础、最
根本的工作。2013 年前，整条湛河只
有主城区段北岸近 8公里暗涵，承载着
中部区域的污水输送。为提升排污能

力，平顶山强力推进截污治污工程，按
照“西分、北截、南调、中加强、源头综合
治理”的治污总体思路，修复延伸湛北
暗涵，新建湛南暗涵，设置四处穿河倒
虹吸联通南北管网，改造提升污水处理
厂污水处理能力……“我们一共新增排
污主干管网 81.9千米，构筑起比肩国内
一流水平的城市污水管理新体系，目前
实现了主城区截污管网全覆盖，污水全
截留，收集、输送、处理全过程管理，主
河道水质由原来的地表水劣五类变为
常年保持三类、四类，出境水断面持续
保持三类水质。”湛河治理工作指挥部
办公室技术部兼工程部副部长、总工张
贵生说。

污水被截留后，河道治理、引水蓄水

则成为维护湛河水系健康生命的必要保
障。一方面，从源头到入沙河口处实施
全流域全方位综合治理，清淤疏浚，整治
岸坡，修筑堤防。特别是在老城区段河
道，采用先进环保的绞吸船清淤、管道输
送工艺，保障清淤不见泥、不扰民、不破
坏市区生态。另一方面，按照生态基流、
海绵城市、污水资源化等先进理念，将白
龟山和昭平台水库弃水、电站尾水以及
污水处理厂中水、海绵体工程蓄滞雨水
等各类水资源进行统筹调配、集约化使
用，新建蓄水低堰 25处，新建及改造橡
胶坝 5座、液压坝 1座，使湛河河道增加
及恢复景观水面 160万平方米，实现了
湛河全河段清水长流，防洪标准均达到
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从令人望而却步的“龙须沟”到水绿岸美的“景观河”，从劣五类水质变为常年保持地表水三类、四类，从大

部分河段防洪标准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100年一遇，平顶山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五年时间——

“蝶变”一条河“灵动”一座城

作为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载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平顶山遍地开花。
近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街道天使社区文明传习站挂
牌成立，图为天使社区党委书记张文利为传习站学员宣讲
授课。7（王冰珂 摄）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白秋津）“您好，请问房主在不
能前往房管局办理卖房手续的情况下，委托卖房公证如何办
理？”9月6日，平顶山市民刘某向该市恒信公证处公证员陈昆
咨询道。由于家庭突发变故，需要将房屋卖掉的他无法到市
房管局办理手续，于是通过“鹰城掌上 12348”微信公众平台
进行咨询。

这是平顶山市司法局信息化建设便民利民的一个缩影。
自 2016年以来，平顶山司法局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整
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
及法制宣传等各项法律服务资源，打造了数据决策分析系统
（案管系统）、“鹰城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视频联通指挥系
统等三大平台，构建了对外服务与对内监管双向融合的司法
行政信息化新模式，基本形成了“横向关联、纵向贯通、数据共
享、安全高效”的信息化新格局。

以三大信息化平台建设为抓手，平顶山市在全市司法行
政业务监管领域先后进行了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
鉴定等队伍和机构的整顿与规范，全面实现了制度、标准和智
慧化管理。同时，通过做优做亮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做精做细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做实做强人民调解工作、做深做
细司法鉴定和人民监督员工作，不断提升司法行政工作质效，
让“智慧司法行政”便民利民落在实处。7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杨德坤 牛明远）
经过 4个多月的洽谈，最终将一个产值潜力可达百亿元级的
招商项目“拒之门外”。舞钢此举，缘何？8月 31日，舞钢市
市长孔阳在该市招商工作会上明确表态：“经过数次研判论
证和多轮科学分析，该项目环保不达标 ，必须放弃。”

今年 5月，舞钢在珠三角地区开展产业招商专项活动。
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从事牛仔裤制作及洗水行业的柴永
民等20余位平顶山籍客商有意返乡，把产业转移至具有一定
棉纺织行业基础的舞钢，其产业整合打包体量达百亿级规
模。

棉纺行业是舞钢市的主要产业之一，但一直以来主要以
卖棉纱为主，产业链条不完整。拉长棉纺产业链，增强核心
竞争力，一直是舞钢实施产业转型、发展棉纺行业的重要战
略之一，与该市正在规划实施的纺织服装产业园区的定位也
不谋而合。

双方达成初步招商合作意向后，舞钢专门召开四大班子
会议对项目税收、就业、环保等问题进行深入研判，人大、政
协以及环保、招商等部门也共同参与对项目的“会诊”分析。

与此同时，舞钢组织专人赶赴生态环境部邀请权威专家
围绕企业长远发展、环保总量控制、耗水排水等因素进行详
细论证。经了解得知，牛仔裤生产耗水量极大，一条牛仔裤
居然需要耗费 3480升水，足以满足一个成年人五年的饮水
量，并且生产过程污染严重，一吨牛仔产品会污染 200吨水。
为守住绿水青山，该市毅然把这一百亿级项目挡在门外。

近年来，舞钢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生态优先，着力构建“生态+”绿色环保产业化经济体，通过
做好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篇“文章”，推动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升级。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该市把“绿色
化”作为底线，提高项目准入门槛，在充分保护山水资源、利
用生态条件优势的同时，做到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坚决不引
进，环评审核不过关的项目坚决不落户，在线监测不过关的
项目坚决不放行，没有达到环评标准的项目坚决不生产，竭
尽全力打造长远发展的生态名片。据了解，目前该市已甄别
拒绝了武汉废旧车壳地埋管项目等 11个高耗能、高污染项
目，总计投约200亿元的产业投资。

撑起生态之盾，打造生态品牌。避免外来生态污染的同
时，舞钢还加大内部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山
峰认领制，对环境违法问题严厉打击。

该市充分利用“城在林中，林在山中，山在水中，山水林
城融为一体”的天然绿色资源禀赋，全力发展旅游业，被评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延伸旅游产业链，该市围绕全域旅游
做文章，加大旅游新产业业态培育力度，开发生态农业游、钢
铁工业游、采摘体验游等旅游新业态，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复
合支撑效应和产业带动效应。目前，全市年旅游收入达近20
亿元。

此外，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绿色新能源
产业，打造新能源产品制造和示范应用基地，做精高新科技
产业集群，把战略性新兴生态产业打造成工业经济新的增长
极。今年以来，华能光伏发电等10余个重大产业项目入驻达
产，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7

舞钢撑起生态之盾 打响生态品牌

百亿元级项目
为生态“让路”

平顶山

“三大平台”打造
“智慧司法行政”

图片新闻

在湛河的另一个源头马跑泉，河上水
鸟飞落，白鹅游弋。新城区滍阳镇马跑泉
村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说：“随着湛河的不
断整治，沿岸环境逐渐得到改善，许多水
鸟又飞回来了，不少市民前来观鸟、摄影。”

优美的环境，也引来各路开发商竞
相投资。在湛河南岸，分布着好几处新
建的花园小区。市民黄坤告诉记者：“临
河而居，让我们全家的生活品质有了大
大提升，更重要的是，我 5年前买的房子
升值了。”

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恢复生

态河川，提升水岸活力，不仅提高城市品
位、灵气，优化城市结构，而且拉动了经
济发展。”张贵生说。

然而，作为全市重点民生工程，湛河
治理工程的每一步进展都备受瞩目。市
委、市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抽调市、县（区）优秀干部组成湛河
治理工作指挥部，从安全、进度、质量、投
资诸方面对工程建设实施全方位、全过
程管理，强力推进。

质量是工程的命脉。从设计图纸审
核到施工质量检验，不放过任何一个隐
患。原材料不合格直接退货，工程不合
格立即整改甚至通报批评，超出误差允

许范围一毫米也不行……为检验隐蔽工
程施工质量，指挥长亲自带领全体同志
钻进从 1米直径的圆管至 2.8 米跨度的
暗涵，逐节检查，严防疏漏，创造了污水
管道 24小时带压试验滴水不漏的新标
杆。自上而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严
格的质量管控机制，确保了整个工程建
设质量始终可控，通过验收的工程全部
达到合格以上标准。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2018年 6月
5日，投资近 30亿元的湛河治理主河道
工程基本完工。如今的湛河已焕发别样
的美丽，整座城市在湛河的衬托下，铺展
开“河畅、水清、岸美、生态”的美丽画卷，
一座朝气蓬勃的宜居宜业之城正迈步走
来…… 7

走进湛河源头宝丰县，千亩荷花风
情万种；沿河600亩经济林绿荫环绕；湛
源泉、乌龙泉、白龙泉、马蹄泉、马跑泉，
五泉辉映、生机盎然。

一路向东，上游新建的湛河生态文
化公园，既有山丘野趣、自然游憩空间，
又有文化展示、观光休闲、滨水湿地区，
水岸交融，浑然一体。

再到中游的乌江河口公园，园内水
舞广场、水岸飘廊、湿地绿洲、滨岸水带，
多姿多彩，令人流连。特别是在公园东
段，在原有槐树林的基础上，引进 13种
新槐树品种，建成独具特色、保留城市记
忆的槐园。

不仅要还清于民，更要让湛河秀美

复现。以打造城市核心绿轴为主线，湛
河两岸规划设计了宽 100米至 200米、
纵贯市区长达 40.2 公里的绿色生态廊
道。在水清岸绿的廊道两侧布置了 52
个景观节点、3座城市公园、2条绿化景
观带，新增乔木、灌木82个品种，增加绿
化面积 580多万平方米，拖举起姿彩各
异的城市区域生态网络，而新建的14座
跨河桥梁，像一道道彩虹扮靓母亲河，彩
练当空，楚楚动人。

“现在的湛河太美了。”居住在湛河
岸边已经 40 年的市民邓建说，漫步湛
河，一平台、二平台的步道上，随处可见
三三两两散步的老人、锻炼身体的年轻
人、追逐嬉戏的孩子。湛河两岸仿佛一

个天然的大氧吧，各种乔灌木、花草、景
观灯具、园路、休闲台阶、亲水平台、配套
服务设施沿河而设，成为人们休闲活动
的中心。

“如今的湛河风景如画，然而治理前，
两岸的征迁是工程的头号难题。”湛河治
理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工程部副部长、总工
樊爱武告诉记者，河道扩宽、两岸美化都
需要征用大量土地。面对时间紧、任务
重、压力大，指挥部的近百人依法拆迁、阳
光操作，用心、用情化解各种矛盾，先后征
用土地3000多亩，拆迁居民2000余户、
大小企业近百家，迁移坟墓3000多座，改
移电力、燃气、自来水等各类管线 80余
处，并且未出现一起上访事件。

两岸美景相对出

一河碧水润鹰城

穿城而过的“母亲河”湛河 屈公选 摄

多姿多彩的湛河上游马跑泉游园 王尧 摄

新华区焦店镇野王村附近的湛河生态
文化公园水清河畅、满目翠绿 王尧 摄

新华区西高皇街道西高皇村附近的湛河南岸槐园绿树掩映新华区西高皇街道西高皇村附近的湛河南岸槐园绿树掩映、、碧草如茵碧草如茵 王尧王尧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