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3年以来

商丘市连续5年完成

省定优良天数目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66平方米

2013年以来
商丘市开展

“生态林、产业林、景观林”三林共建

构建城市森林体系

全市林木覆盖率达到

30.57%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84%

2016年9月 19日
商丘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17年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2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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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篇 ——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访商丘市市长张建慧

成功创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启动了国家卫
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商丘城市名片日益擦
亮、城市形象显著提升、城
市魅力充分彰显。

文/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图/本报资料图片

航拍下的日月湖美景。

引水入城 激活城市“生命力”

“不得不说商丘的环境真是大大
改善了。”11月 16日，35岁的市民朱
麟告诉记者，他家门口就有两个绿地
公园，向西步行 10分钟左右，就可以
到金世纪广场，向北步行15分钟左右
就能到帝和水上公园。

绿色是城市生态的底色，也是群
众幸福感的基点之一。近年来，商丘
大力开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着力打
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不断加大对
城市园林绿化的投入力度，城市的公
园、绿地、小游园等日渐增多，市民步
行大约15分钟便可见到绿地公园。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
林”，2013年以来商丘市按照这一理念，
围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目标，实施十项

创森系统工程，开展“生态林、产业林、
景观林”三林共建，着力构建城市森林
体系。全市林木覆盖率达到30.57%，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84%，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2.66平方米，建成了林城
相依、林茂粮丰、城乡绿化一体、具有平
原农区特色的森林城市。

2016年 9月19日，商丘市以其独
特的魅力，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修复陆生生态，还人间以更多绿
色。为巩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成果，
商丘继续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提
高林木覆盖率，重点实施了防沙治沙、
农田防护林体系、生态廊道、村镇绿
化、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建设和黄
河故道南岸林带贯通、环城高速绿化

等林业生态工程。据统计，全市完成
新造林 23.6万亩，森林抚育改造 18.7
万亩，建成生态廊道320公里，改造提
升环城高速绿化 81 公里，黄河故道
144公里林带基本实现贯通；完成了1
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国家生态公园、5
个国家湿地公园、3个省级森林公园的
改造提升任务，基本形成了结构合理、
功能完善、效益明显、承载力强、生态
良好的林业生态体系。

名列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的
河南“塞罕坝”，65平方公里的黄河故
道国家森林公园，处于黄河故道之上
的虞城县田庙乡万亩果园景区……从

“大地披绿”到“身边增绿”再到“心中
播绿”，“绿色商丘”正在悄然崛起。

重拳治污 还百姓清新空气
蓝天白云已是商丘“常客”，但回望

来路却也是辛苦耕耘结出的果。
如今，走在商丘街头，你时常可以看

到清扫车、炮雾车的身影。改革开放
40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在日益攀升。

为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商丘
重拳治理大气污染。商丘市委、市政
府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各级党委、政
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商丘市环境
保护委员会、商丘市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商丘市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等，从住
建、城管、环保等多部门抽调人员，统
筹协调推进全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以标本兼治为突破，着力提升治污水
平，围绕“三治本”和“三治标”，着力在
城区集中供暖、集聚区集中供气、“散
乱污”整治上下真功夫，全力在扬尘防
治、工业治理、执法监管上下狠功夫。

为确保整治成效，商丘市政府拨
出专款 3700 万元用于环保设备、道
路清洗设备、空气质量监测设施购
置，三区六县累计投入 7000多万元，
用于购置道路冲洗设备；各类企业、
建设公司累计投入 9000 多万元，用
于建设扬尘、非施工工地治理工作。

网格化管理，深入乡村。商丘市构
建市县乡村定人、定责、履责、问责的网
格化环境监管格局，把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由中心城区延伸到各县、产业集聚区、
城乡接合部、重点乡（镇、街道办处事），
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突出重点，联防
联控，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统一部署、
统一安排、统一评价和统一考核。

这一系列举措，使商丘市的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13
年以来，商丘市环境质量逐步好转，连续
5年完成省定优良天数目标。2017年，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27天。

改革开放的东风，激发了人们建
设美丽家园的斗志，生态文明建设绝
不停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幅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画卷正在
商丘大地铺展开来。③8

日月湖岸边绿树成荫,碧

波之上树影摇曳；富商大道两

侧郁郁葱葱，景色优美；若从天

空俯瞰,“商”字环岛四周高楼

林立，被绿色廊道环抱……半

城湖水半城绿的生态商丘梦想

逐渐成为 900 多万群众触手

可及的现实。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

福祉，关乎永续发展。改革开

放以来，商丘市始终把绿色、生

态发展摆在重要位置，通过40

年的不断努力，城乡面貌得到

极大改观，宜居宜业水平显著

提高，美丽商丘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特别是近几年，商丘市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重视生态提质，强

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

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净土保

卫战，多措并举守牢生态底线，

厚植绿色发展根基，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原动力。

增绿添彩 筑牢“绿色屏障”

11 月 17 日晚，日月湖景区音乐
喷泉变换着不同的图案，围观的人们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日月湖景区是集引黄调蓄、灌溉
补源、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工
程，景区以“自然、生态、人文”为一体
的设计原则，应用“海绵城市”设计理
念，形成“一步一景，步移景异”的空
间效果。

商丘水系发达，地表水系共有“九
河二湖”，七纵两横的城市内河流经商
丘市区的总长度为136公里，自上世纪
90年代末污染以来，历经多年治理一
直没能变清，内河水黑、臭、污染物漂
浮，成为商丘市提升城市品位的软肋。

如何让河水变清？内河整治刻
不容缓。

近几年，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进程中，商丘市着力恢复
河流生态环境，打响水治理攻坚战，其
中内河整治成为这场战役的第一战。

2010年，商丘市政府成立了由常
务副市长任组长的商丘市城区内河
水系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后更名为商
丘市城区内河水系综合治理指挥部；
2015 年，商丘市城区河道管理处成
立；2016年，商丘市又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措施，强力推进城区内河水系综
合治理工作；2017年，商丘在全省率
先全面打响了内河治理攻坚战……

“我们组织执法人员采取‘下游
查上游，上游查邻县’的方式，全面排
查河道污染，对城区以外河流沿河查
找污染源，并限期整改。”商丘市城区
河道管理处负责人说，商丘市建立了
河道管理制度，采取了“七个禁止”举

措，对城区超标水体、居民厕所污水、
垃圾、畜禽养殖企业废水、小屠宰小
作坊废水及企业污水实行严格管理，
恢复河道生态流量。

为建设“水城共生”的生态城市，
商丘市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疏
浚活水、生态修复”的原则，以打造“河
道清洁、河水清澈、河岸美丽”城市景
观为目标，一河一策，标本兼治，开展
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工作。同时，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建成运河、
包河景观绿化项目以及康林河、忠民
河、蔡河钢筋混凝土液压坝建设的基
础上，2017年启动了沿河14个闸、坝、
雨污管网分流和中水管网建设项目。

静水深流，生生不息。经过努
力，商丘市的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令城市焕发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商丘
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时
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丘
市委、市政府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视察指导河南时提出的

“四个着力”重大要求、打好“四张
牌”重要指示，紧紧围绕“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积极对接“三区一群”战略，充分发
挥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比较成
功地走出了一条传统农区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路子，为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
日，商丘市市长张建慧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张建慧说，改革开放 40年来，
商丘经济总量连续翻番，质量效益
不断提升。2017年商丘市地区生
产总值比 1978年增长 48倍；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57.3 倍。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从占据经
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降到20%以下，
工业增加值增长 147.5 倍，第三产
业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 15.7 个百
分点。

产业发展特色鲜明，县域经济
活力迸发。着力培育一批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规模由小到
大、产业层次由低到高、产业竞争
力由弱到强、产业集群度由低到高
的蝶变。在全市初步形成了以食
品加工、纺织服装、装备制造 3 个
千亿级和 9 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
群，正在加快建设中国制冷设备产
业基地、中国超硬材料基地、中国
钢卷尺生产基地、中原纺织服装加
工基地、中国知名针织内衣服装加
工基地、中国制鞋产业基地、中国
新型优质复合肥产业基地。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华商之都
魅力凸显。坚持生产、生活、生态融
合发展、复合型开发，以城市规划的
手法，对全域国土面积进行规划，中
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从改革开放之初
的不到12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
120多平方公里，城市基础设施和
服务功能日趋完善，综合承载力不
断增强。成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启动了国家卫生城市和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商丘城市名片
日益擦亮、城市形象显著提升、城市
魅力充分彰显。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水平
不断提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办好民生实
事，让群众共享商丘改革发展成
果。高等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高
等院校目前发展到 6所，在校生人
数近 7 万人。商文化、火文化、木
兰文化等焕发生机，启动了商丘古
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两处大运河
遗址成功申遗，连续成功举办七届
国际华商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持续加大环境治理力
度，守护商丘碧水蓝天，稳定的“商
丘蓝”已经成为常态，中心城区基
本消除黑臭水体，实现了环境质量
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推动了经济
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③8

商丘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生机勃勃、绿意盎然。

商丘市美丽的滨河城市景观。

商丘市南城湖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