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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决定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体
量与格局。

南水北调一泓丹江碧水已经缓缓流
淌和浸润绿城近 4年时间。在这近 4年
里，郑州大跨步向前发展，为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全面发力，地区生产总值不断跨
上新台阶，到2017年达到9130亿元，今
年上半年生产总值突破4600亿元、增长
8.5%，增速分别比全国、全省高出 1.7和
0.7个百分点，年底有望冲刺GDP“万亿
俱乐部”。

然而在此之前，地处内陆腹地的郑
州，却是一座缺水的城市。数据表明，郑
州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633.3 毫米，年
平均水资源总量 13.23 亿立方米，多年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178立方米，不足河
南省人均水资源量的 1/2，不足全国人
均水资源量的 1/10。郑州属于严重缺
水地区，是水源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并
存的城市。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前，郑
州市主要依靠单一的黄河地表水，同时
以一部分黄河滩区地下水做补充。由于
黄河水源的季节性变化，上游来水量年
度不均匀，水源安全问题成为制约郑州
发展的瓶颈。

水，限制着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限制
着城市吸引人口聚集的数量，限制着农
业、工业、服务业的升级与提档，最终限
制着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与质量。

郑州对浩浩丹江水的盼望，如同一
棵急切成长的树，需要甘甜的雨露。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郑州东南一隅
缓缓入郑，自西北荥阳市王村下穿黄河
入焦作。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3日后一股碧
水流入郑州、浸润绿城。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在郑州市境内开
设7处分水口门，受水区分别为新郑市、
中牟县、郑州市区、荥阳市和上街区等，
年分配水量5.4亿立方米。到今年10月
18日，郑州累计接收丹江口水库来水达
到15亿立方米，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Ⅱ类以上，全市直接受益
人口超过700万。

通水以来,南水北调工程已不间断
安全运行1392天，单日最大水量已达到
156万立方米，供水量逐年增加，工程稳
步达效。除用于自来水厂供水外，新郑
望京楼水库、唐寨水库、轩辕湖，郑州市
十八里河、贾鲁河、西流湖，荥阳索河等
得到大量生态补水。

丹江水进郑，使郑州市水资源环境
进一步提升。逐步关停自备井、大幅压
采地下水，有效促进了地下水资源的涵
养和恢复，市内受水区地下水位回升
3.05米，遏制了地下水水位下降和漏斗
面积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丹江水来了，饥渴的城市得到了滋
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细节，几
乎都在因为“水”发生着意想不到的改
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年分配
郑州市水量超过 5亿立方米，且丹江水
为Ⅱ类水，郑州市民普遍反映，自来水甜
了，更好喝了；农业方面抗御干旱灾害的
能力增强，有利于郑州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促进农民增收，确保农业高产、稳产，
健康发展；城市吸引力增强，一些新的产
业项目因水资源充沛迅速上马，如原来
水源紧张的郑州南区，如今马寨工业园
区不断升级扩容，足球小镇、华侨城等一
大批绿化率高、产业形式新的项目落地
生根，大量人员向郑州迁移；同时，南水
北调总干渠在郑州市境内 129公里，渠
道水面达1.5万亩，相当于150个百亩水
面的湖泊，对改善郑州居民的生活环境
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了水资源的保障，城市的“生命”
显露出勃勃生机，并在憧憬更加美好的
未来。目前郑州市正在比照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与发展的要求谋划“2035”版的城
市总体规划，一个规模更大、质量更高、
形象更美的大郑州正款款走来。③9

郑州市共‘迎来’南水北调丹
江口库区移民近2万人，在中
牟、新郑、荥阳、郑东新区等建
设移民新村 22个。‘搬得出、
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移
民从2011年刚搬迁入郑年人
均收入 4300元左右，经过各
级政府的帮扶，到 2017年底
提升至1.6万元。同时，按照
‘扶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
集体化，集体收益全民化’的
思路，近年来，郑州市持续加
大对移民的发展帮扶，累计安
排实施丹江口移民村各类扶
持项目180多个、项目总投资
2.4亿元。

水让城市更灵动。 本报资料图片

移民“二代”幸福成长。 新郑市南
水北调移民局供图

丹江碧水灵动“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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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帅，快上车，我送你去学校。”10月 21
日下午，全明伟催着在家过完周末的大儿子
去学校，“不堵车，一来一回也要 1个半钟头，
现在厂里的活计紧，一丁点时间都耽误不起
啊。”

全明伟2011年 7月从南阳淅川老城镇移
民到中牟雁鸣湖镇穆家村。他还记得，移民
前的那个夏天是他在老家收的最后一季麦

子 ，“ 当 时 心 里 空 空
的，祖辈靠种地吃饭，
没有太多的手艺，移
民后的日子不知道会

是什么样儿？”
全明伟一家六口，俩儿子，还有老父老

母，移民来郑的头两年，他种过地、打过零工、
跟人跑过运输，直到参加培训后搞起了石材
加工，他的收入增加了，脸上有了笑容，心也
安生多了。

“为了让我们移民能‘搬得出、稳得住、能
发展、快致富’，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搞各种培
训就是其中之一。”全明伟说，他 2015年开始
搞石材加工，专门给人做整体橱柜和楼梯台
面，生意从小做到大，如今积累了不少客户。

在他家附近有不少村庄正在改造，成片
的高楼和小复式楼建了起来。“现在
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每到农闲
时，都要集中装修，我的生意也跟着

红火，这不连送孩子去学校的时间，我都紧卡
着，不想多浪费。”全明伟掰着指头跟记者细
算，他这段时间做了六七十套整体橱柜，一天
最多时能赶出5套来。

“新手艺让我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
变。不说别的，一个儿子在寄宿制私立学校
读书，一年就要花几万元。”全明伟说。

“这两年，家里的房子装修一新，添了小
轿车，今年四个房间又都安装上了新空调，日
子越来越好，干劲越来越大！”全明伟看好石
材家具的前景，他打算进一步改良加工技术，
让日子越过越好。

近年来，郑州市县各级根据移民群众实
用技能需要，每年实施培训 2000余人次，搬
迁以来已累计实施培训 16000余人次，通过
培训促进移民创业就业近 5000人，实施移民
中职、高职教育生活补助 230多人，极大地提
高了移民就业创业热情。③9

南水北调移民致富新故事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在新郑市梨河镇
新蛮子营村，处处欣欣向荣，如同“春天”，人
们个个干劲十足。

“村里生态农业观光园一处 6000平方米
的生态智能餐厅工程正在收尾，想赶在年底
开业，这段时间大家伙都在拼着干。”说话的
是新蛮子营村党支部书记陈国定。

2011年 8月，在南水北调移民搬迁中，南
阳市淅川县蛮子营村的村民告别故土，举家
北上，迁至新郑市梨河镇，叫新蛮子营村。几
年间，村里组织就业稳定民心，引入产业谋求
发展，打造旅游壮大经济，新蛮子营村不但在
新郑双洎河畔扎下了根，还日益枝繁叶茂，成

了附近移民村中的示范村。
陈国定说，他们将就业作为移民稳定发展

的突破口，由该市人事部门牵头，组织郑州富士
康、东风日产等大型企业到新蛮子营村进行现
场招聘，一大批年轻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他们以土地流转为载体，以公司经营为
主导，全力打造集采摘、餐饮、度假、颐养、商
贸于一体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光这个观光园，政府就扶持了1000多
万元的资金。”陈国定说，通过土地流转、集中
经营，村民们除了有打工工资之外，每年还有
近千元的分红收益。

“现在我们一边在建设全省独一无二的

集餐饮、农业科普、生态建设、数字化于一体
的生态智能餐厅，另一边还在加紧建设 50座
观光农业休闲度假屋，同时与新郑市人民医
院联手建设的医养结合项目也在紧张运作
中。”陈国定一口气“倒”出了新蛮子营村一箩
筐的发展措施。

据介绍，通过对移民村实施项目扶持、技
能培训、创业就业指导、招商引资等措施，新
蛮子营村的集体收入已经接近 100万元。随
着产业发展项目的落实、集体经济的壮大，移
民村为群众发放集体收益分红，移民户的水
费、有线电视费、合作医疗费等由集体统一缴
纳，为移民群众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10月 20日中午，记者要采访李宗明，他
说：“一天里这会儿最忙，稍后联系您！”

李宗明的家原来在南阳淅川，2010 年
因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建，移民至荥阳市高村
乡李山新村。用老李自己的话说，“那是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采访前，他二话没说先让记者看了他
500多平方米的家，“家里家外光是装修就花
了不少钱，村里很多人来家看，也要比照着
装修呢。”李宗明说起这些，脸上带着喜悦。

但刚移民到荥阳，生活不是这样的。“那
个时候总觉得是背井离乡，来到一片陌生的
土地，不知道日子该咋过，多亏了政府，帮助

我们积极寻找出路，想尽办法提供便利，我
们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李宗明说。

李宗明发家全靠“丹江鱼”。他说：“以
前在老家我开过饭店，会做丹江鱼。来到荥
阳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建议我捡起老本
行，而且可享移民待遇免去一切税收。店就
开在村里，鱼从丹江运来，连停车场都是村
里无偿提供的。没啥成本，我就干了起来。”

21 日恰逢周末，老李家的“老铁农庄”
生意红火得不得了，屋里屋外坐满了来自郑
州市内、荥阳、上街的食客，每桌食客都必
点丹江鱼。“平时一天至少能卖出去 300 斤
丹江鱼，周末、节假日会更多些。”李宗明

说，在他的带动下，村子里陆陆续续开了十
几家鱼馆，加起来一天能卖出近千斤鱼。

“我们在政府的帮扶下积极创业，现在的
日子过得比蜜还甜，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安
定下来了，移民的漂泊感渐渐消失了，感到这
片土地也是养育我们的‘故乡’了！”李宗明
说，他正准备在荥阳市内开一家“丹江鱼”分
店，把事业做大，让创业之路走得更宽。

据悉，丹江口库区移民在入住郑州后积
极创业，结合自身优势，在丹江鱼特色餐
饮、超市经营、运输、手工编织、大棚蔬菜种
植、水果采摘等领域开拓增收，在新家里续
写着各自的奋斗故事。

新蛮子营村的“春天”

走俏的老铁“丹江鱼”

新手艺造就新生活

15亿
立方米

到今年 10月，郑
州累计接收丹江
口水库来水达到
15亿立方米

丹江碧水润绿城。 郑州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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