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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采取淘汰落后产能、采煤沉陷
区治理等措施外，生产方式的转变也
是鹤壁生态修复的着重之笔。通过
实施产业低碳化、污染物减量化、建
筑绿色化、交通清洁化、可再生能源
规模化等一系列举措，鹤壁城市生态
持续得到减压。

为减少煤炭运输过程中带来的
扬尘污染，鹤壁市横跨鹤山区、山城
区、淇滨区、淇县建设了全长约 30公
里的输煤管带工程，将位于鹤山区的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鹤壁煤炭产
业园区与同力电厂、丰鹤电厂及鹤淇
电厂进行连接。

“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建成最长的
圆管型带式输送机，正式投运后供煤

量每年可达 310万吨。”鹤淇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毅敏表示，由于
管带系统在输送过程中完全封闭，大
大减少了煤炭在运输途中的抛撒和
因公路运输造成的尾气排放、扬尘污
染等。据估算，在同等距离下，管带
运输成本相较公路汽运每吨可节省
14元左右，每年可减少使用柴油约1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万吨，真正
实现了煤炭运输的绿色、低碳。

此外，充分利用建设国家节能减
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契机，鹤
壁因地制宜，利用西部荒山丘陵发展
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可再生能源
发电规模不断扩大。

在淇县庙口镇白寺村，该市投资

8.5 亿元建设了 10 万千瓦荒山光伏
发电项目，2017年的发电量达 1.2亿
千瓦时。“按火电每千瓦时消耗标煤
310克计算，这一节能减排示范项目
2017 年发电量相当于节约标煤 3.7
万吨。”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记者从鹤壁市节能减排和循环
经济发展办公室获悉，自 2014年以
来，该市高标准实施节能减排项目155
个，完成投资74.68亿元，生态环境显
著改善——2017年，鹤壁市PM2.5平
均浓度为65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达
225天，空气质量在全省7个京津冀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中稳居领先地位；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95.5%，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节能减排 为城市生态减压力

曾经的鹤壁，因煤而兴，又因煤
而困。作为全国重要的煤出口生产
基地之一，长期的煤炭开采，在带来
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让当地付出了沉
重代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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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群众的心头之痛。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
鹤壁主动求变，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负重起跳，通过生态转型破解资源型
城市“转身之困”，把生态转型、产业
转型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告别
煤炭工业“一柱擎天”的产业格局，探
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生态转型
之路——

积极推进非煤矿山综合整治，鹤
壁全面开展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

检查整治行动，通过开展井下实测，
有效遏制了煤矿超层越界开采行
为。按照主要矿产矿山企业“三率”
考核制度，责令达不到最低要求的矿
山企业限期整改，督促其采取新型开
采工艺，最大限度综合利用矿产资
源，确保“吃干榨净”，充分保护矿区
生态环境。

原鹤煤集团 4 对主力矿井分布
在山城区周围，经过数十年开采，全
区 19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采空区面
积就达 20平方公里。该区以老工业
基地搬迁改造、采煤沉陷区治理等工
程为抓手，在沉陷区之上建成 6平方
公里的中小企业创业园，通过土地换
投资等形式，吸引 23家企业入驻，推
动转型发展“换挡提速”。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工业能

耗，鹤壁全面实施了产业园区改造提
升工程，对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的燃
煤电厂、水泥厂等进行改造，淘汰落
后设备、产品和工艺；在产业集聚区
和产业园区建设集中供热锅炉，替代
企业原有分散的小锅炉，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自“十二五”以来，全市累计
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45 万吨、造纸
11.2万吨。

“现在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
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在这样的环境
里生活，心情格外舒畅。”对于生态
环境的变化，鹤壁市市民张兵感触
颇深。

如今，漫步淇河岸边，郁郁葱葱
的植被会让你沉醉于自然之美；行走
山野乡村，空气中弥漫的花果芬芳，
会给你回归大自然的清新感觉。

水系治理 为城市提质注活力

用生态底色描绘转型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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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篇 ——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
推动高质量发展
——访鹤壁市市长郭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
十九大以来，鹤壁市委、市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坚
持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以新
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效，
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端，为在中
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出重彩奠定
了坚实基础。”近日，鹤壁市市长郭
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综合
实力大幅提升。2017 年，鹤壁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32.6 亿元，是
1978 年 的 230 倍 ，年 均 增 长
11.6%，高出全省 0.7个百分点；人
均生产总值达 5.1万元，是 1978年
的 70.7 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59.7亿元，是1978年的171倍。高
质量推动转型发展，实现了由“一
煤独大”到“多业并举”，煤炭行业
占工业比重下降到6.1%，高新技术
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提高到 31.6%，服务业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提高到 28.2%，农业现代
化综合指数全省第一，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成功创
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被国务

院表彰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真
抓实干成效明显城市。

——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动力
活力不断迸发。围绕破解经济社
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推进基
础性关键性改革和开放招商、创新
创业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鹤壁
市委、市政府成立高规格的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和 6个专项小组，
出台专项改革方案300多个，“互联
网+政务服务”等重点改革走在全
省全国前列；开放型经济呈现勃勃
生机，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城市签订友好城市协议书或备忘
录，引进省外资金增幅、重点项目投
资进度连年保持全省先进位次；创
新型城市建设成效突出，累计与70
余所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
建立80多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科
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7%。累计创
建国家级试点示范50多项，试点经
济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鹤壁市坚持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年拿
出八成左右财力办实事好事。脱
贫攻坚深入推进，全市贫困发生率
降至 1.82%、低于全省 0.75个百分
点。在全省率先出台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1+10”政策体系，城镇
化率达58.76%、居全省第3位。公
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领先，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1.86，是全省差
距最小的省辖市之一。本科教育
实现零的突破，三甲医院成功创
建，城乡居民医保低保、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等标准持续提高。
平安建设持续加强，成功夺取全国
综治工作最高奖项“长安杯”，居民
幸福感位居全省第2位。

——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城乡
面貌焕然一新。坚持把生态文明作
为城市第一定位，有效推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森林覆盖率达32.6%、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8个百分点，城
市 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达
35.65%、39.91%，农村人居环境达
标村达65%，淇河水质在全省60条
城市河流中长期排名首位，成功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被确定为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城市、国家节能减排财政
政策综合示范市、全国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试点市等，空气优良天数等指标在
全省7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城市中稳居领先地位。③5

被誉为“北国漓江”，多年来始终
保持二类水质标准的淇河，一直是鹤
壁乃至全省的骄傲。

多年以来，鹤壁市高度重视淇河
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立法早、
行动早，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淇河。早在 2002
年，该市就组建了由市长牵头负责的
鹤壁市淇河生态保护建设领导小组，
随后，相继出台《鹤壁市淇河封闭式
管理规定》《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淇河保护的决定》《鹤壁市淇河保护
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划分
一级红线、二级黄线、三级绿线保护

区进行分级保护管理。
据统计，为了治理水系，鹤壁市

先后投资2.7亿元对淇河、羑河、汤河
等河流进行综合整治，完成盘石头水
库工程、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引黄入浚
工程建设和 27座中小型水库除险加
固，城市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
在 100%，被确定为全省首批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正在争创国家水
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同时，该市全面
建成五级河长体系，明确各级河长
634名，积极开展“清河行动”、河流专
项联合执法活动和水污染防治攻坚等
专项行动，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鹤壁市

正在全力实施“五林共育”“五边共
美”“五水共治”五年行动计划，规划
建设“三廊三带三区”绿色生态体系，
努力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山水相
望、林河相间。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如今，一座崭新的“绿城”正拔地
而起，一幅碧水蓝天的画卷已铺陈开
来，太行掩翠、淇水如碧、林茂粮丰、
鸟语花香，鹤壁正在生态转型的道路
上大步前行，一个满城青秀、富有魅
力的生态之城正加速崛起。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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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
的十九大以来，鹤壁市
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以
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
发展，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
业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
发展实现良好开端，为在
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
出重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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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鹤壁，淇河两岸

金绿两色美景交相映衬，令人

心旷神怡。这一幕对鹤壁人

来说的寻常美景，却让许多“大

城市”的市民羡慕不已。

自 2014年被确定为全国

首家国土空间优化发展实验区

以来，鹤壁始终走在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前列。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入选全

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国

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

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荣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一个个来之不易的荣誉，见证

了这座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文

明互融并进的发展足迹。

探究其生态文明建设一路

领先的秘诀，不难发现——鹤

壁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放在“生

态文明、活力特色、幸福和谐”

城市定位中的首位谋划推进，

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循

环城市、海绵城市、节约城市

“五个城市”为抓手，用生态底

色描绘转型亮色，以生态环境

的优势彰显鹤壁转型发展的优

势。

金秋时节，淇滨区桑园小镇色彩斑斓，令人向往。

中国鹤壁樱花文化节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

淇河两岸风光锦绣。

生态转型 为城市发展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