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有黄河奔流，西有黄河故道纵横，黄色
曾经是濮阳的主色调。

它又是一座与森林紧紧“拥抱”的城市，
森林覆盖率达 30%，城市绿化覆盖率超
41%，展开了一幅独具平原特色的森林画卷。

濮阳，于强烈的色彩转换间，再添一张国
字号“城市名片”：2018 年 10月 15日，濮阳
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添了“新绿”。

濮阳喜绿，“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全
国城乡绿化一体化试点市”等荣誉称号，凝聚
着历届市委、市政府的付出。

站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增进人民福
祉、厚植发展优势的高度，2016年3月，濮阳市
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上下齐心
协力，确保2018年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成功。

濮阳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森”以来，累
计投入国家森林城市建设资金60多亿元。去
年3月，总投资3.8亿元的濮阳县引黄入冀储备
林项目落地，成为全省国储林项目贷款第一
单。

造林绿化，濮阳争分夺秒、不遗余力，“林
水相映、林路相随、林田相依、林村相衬、林城
相拥”的生态格局跃然眼前。

以河为轴造绿廊，黄河、金堤河、马颊河、
引黄入冀补淀“四大生态走廊”绿化规模逾10
万亩，构成了濮阳的生态骨架。

以路为廊扩绿道，高速公路、国道、铁路沿
线为重点，对交通干道及旅游线路进行绿化提
升。

以城为面造绿岛，新增环城林带2.1万亩，
新建和提升郊野公园16处，建设提升小游园和
街头公园299个。

以村为点建绿洲，把城市绿化理念延伸到
乡村，形成“村外绿树环绕，道路林木成荫，庭
院花果飘香”的田园美景。

以黄河故道为带建绿屏，数十公里的黄河
故道上形成了一条森林葱郁、鸟飞鱼翔的生态
屏障，被誉为黄河故道上的“绿色长城”。

“创森”以来，濮阳新增造林面积48.37万
亩，年均新造林面积占市域面积的1.93%，年均
造林面积是国家标准要求的 3.8倍。茵茵绿
意，一笔一笔描绘出龙都大地的如诗画卷。

为破解“年年造林不见林”的难题，濮阳
实施以明晰林业产权为核心的造林绿化新机
制，极大提高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创森”以来，濮阳新发展林果经济林 8
万亩，新增苗木花卉基地5万亩，新发展林下
经济 5万亩，创造经济产值 2亿多元。“十三
五”以来，濮阳林业产业以超 10%的年均递
增率快速发展；2017年，全市林业产业总产
值达118亿元，是2012年的1.7倍。

濮阳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林业产业全
面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濮阳林业和社会经
济发展，也让群众切实享受到“创森”红利，真
正实现了“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

绿色的濮阳，也是最绚丽的濮阳。③3

又是一个“开放”的日子：2018年 9月
28日，南（乐）林（州）高速公路豫鲁界收费
站开启运营，南林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这
意味着，我省第 26条省际通道、濮阳市第
三条出省通道正式打通，中原经济区和鲁
西经济隆起带因这条“黄金通道”而连为一
体，濮阳扩大开放有了更强有力的交通支
撑。

变“边缘”为“前沿”，变“落后”为“赶
超”，濮阳统筹推进现代交通、能源、水利、
生态、开放平台等基础能力建设，为高质量
发展积蓄更多势能。

2014 年 12 月，一列重载火车在晋豫
鲁铁路大通道上试运行，濮阳不通国铁的
历史宣告结束。这条规划年货运量2亿吨
的铁路大通道，在台前县与京九铁路形成

“十”字交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濮阳的交通
运输结构。

2016年 3月，从郑州发出的首列客运
列车缓缓驶入濮阳火车站，400万濮阳人
民终于圆了客运火车梦。

而最牵动人心的，还是2017年 8月在
濮阳境内打下施工“第一桩”的郑济高铁。
作为我省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济高铁对濮阳提升区域投资环境和综合
竞争力意义重大。

濮阳是一座因油而兴的城市，近年来，
其资源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再获大幅提升。

文96天然气储气库建成投用，库容百亿标
方的文 23战略储气库加快建设，中（原油
田）开（封）等输气管线建成通气，龙丰2×
60万千瓦热电机组并网发电，引黄入冀补
淀、引黄灌溉调节水库、南水北调配套等重
大水利工程建成通水，为濮阳增添了信心
和底气。

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得力的工具是改
革，最终的出路也是改革。近年来，濮阳扎
实推进各项改革，持续释放动力活力——

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至192项，实行“三
十五证合一”“三十八证联办”，南乐县建成
全省首家相对集中行政审批平台，营商环
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在全省率先完成农村承包地、宅基地
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颁证，濮阳被确定为
全省唯一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体推
进试点市，华龙区在全国率先完成改革试
点任务，农业、农村在改革征程中焕发蓬勃
生机。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濮阳市投
资集团，总资产突破300亿元；市属国企由
95家优化至 26家，省企“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全面完成，濮阳被评为全省国企改革
攻坚先进市。

推动“四医联动”、促进教育公平、支持
农民工进城购房等民生改革举措相继落到
实处，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群众

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对外开放再扩大，是新时代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
抉择，濮阳主动融入开放大格局，赢得发展
主动权——

加快公用型保税仓库、石化保税物流
园、海关口岸机构等开放平台建设，积极创
建河南自贸试验区濮阳（化工产品）出口示
范区，开放空间更为广阔。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开展产业招
商、集群招商、精准招商，成功举办第十二
届豫商大会、第十届海峡两岸石油化工科
技经贸交流大会等重大招商活动。中建
材、德力西、东方雨虹等一批知名企业安家
落户，与清华大学等25家高校院所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创成 2个国家级、5个省级出
口基地，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对外开放工
作先进市，为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根基。

“外挂内引”工程发动“智慧引擎”，外
派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到发达地区接受锻
炼，柔性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弹性挂职，
实现招才引智与服务发展“互动双赢”，筑
牢人才智力支撑。

依托“中国杂技之乡”优势，打响杂技
文化品牌，加强与海外人文交流，向世界推
介濮阳，濮阳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以改革促开放，向开放要发展。龙都
濮阳，改革开放气象新。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

时。”宋代的苏东坡，好像特意为当今时

代的龙都濮阳，写下了如此意境美妙的

诗句——

8月，中国（濮阳）石化产业融合发

展大会搭起高端平台，来自高校、科研

院所的专家学者数百人会聚一堂，为石

化产业转型升级展开“濮阳探索”。

9月，在第五届中原（濮阳）油气技

术装备展览上，德国、阿根廷、智利等11

个国家的客商签约贸易金额 10.5 亿

元，他们兴奋地说：“在濮阳投资是一个

正确的选择，这里充满发展机遇。”

10月，濮阳杂技艺术节吸引了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杂技团体及艺术家同

台献艺，屡获国际大奖的德国双人空

竹、俄罗斯抖杠与濮阳《水秀》上演了一

场“武林大会”……

改革开放天地宽。党的十八大以

来，濮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改革开放“关

键一招”，增强发展动力活力，促进更

高质量发展，奋力迈向改革开放前沿，

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中谱写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

大潮激荡春来早

精神文明建设始终贯穿我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

建市35年来，濮阳对文明的追逐从未
停歇。一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超越自我，
梦想终于化为现实：2015年 2月，濮阳成
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17年 11月，濮
阳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并非单纯地去
争荣誉，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创建，让城
市品质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进一步
增强，让百姓更幸福、社会更和谐。”濮阳
市委、市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做出了更
长远的谋划：着力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
展，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加快建设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新濮阳，促进濮阳由区域边缘
走向中原城市群改革开放前沿，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色添彩。

一直以来，濮阳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提高公民素质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大力实施“凝魂固本”工程，市民
素质得到极大提升。

“不剩菜，不剩饭”“光盘行动，从我做
起”，这样的标语在濮阳的大小饭店随处可
见，文明服务、文明执法、文明经营、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等“六文明”活动涵
养城市之德。

以“全力干好八小时，用心做好手上
事”为主题的全民敬业行动已成时尚，中宣

部全民敬业行动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濮阳召
开，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劳动者谱写美丽
的人生篇章。

李文祥、李连成、李全芳“三李精神”发
扬光大，“好人群体”不断涌现，濮阳有2人
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4人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50余人入选“中国好人榜”，20余
人入选“河南好人榜”，濮阳处处散发道德
之光。

在濮阳的大街小巷，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随处可见，“志愿红”红出最美的天际线。

作为全国“志愿之城”试点城市，濮阳
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超70万人，濮阳市城区
每 3人中就有 1名注册志愿者，志愿者每
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超过 1400万
小时，有3500多位空巢老人、6000多位农
民工、1.2 万多名留守儿童、780多名残疾
人得到经常性的志愿服务。

2017 年，濮阳城镇化率达 43.7%，较

2013年提高 7个百分点，增幅全省第一。
为民创建、靠民创建，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
受到创建带来的变化，享受到创建带来的
实惠。

濮阳市加快城市水系和公园建设，“九
河贯城、九湖映城、五泽润城”的城市生态
水系多环成网，“三带、双环、百园”的城市
生态绿系稳定成形，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环境。

路网建设再发力，濮阳打通多条断头
路，拓宽多条主干道，为市民出行提供极大
便利。

投入使用城市“满天星”监控、数字化
城管系统后，濮阳的公众安全感指数、政法
机关执法满意度指数连续四次在全省排名

“双第一”。经过治理，全市 260 多个“三
无”小区变成“三有”小区，变成群众安心生
活的乐园。

文明，让改革开放的律动更加强劲。

文明逐梦永不停歇

中原出彩
增添“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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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改革开放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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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王映

从2013年的1130.5亿元

到2017年的1585.5亿元

全市生产总值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7年达18197元

年均增长10.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7年完成81.1亿元

是2013年的1.3倍

郑济高铁施工忙。 僧少琴 摄

杂技艺术节搭起国际文化平台。 僧少琴 摄

如今的濮阳一派水域靓城新景象。 翟晓飞 摄

2017年产粮52.5亿斤

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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