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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鹤壁5月空气质量全省第一

两架青山一溪水，

十里城池半入山。作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浚县与大运河结缘的

历史已有千年之久。

卫河（永济渠）浚县段

呈西南—东北走向穿

越县境，被誉为隋唐大

运河永济渠中遗产最

为丰富、多样的一段。

今年 2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

护 传 承 利 用 规 划 纲

要》，将鹤壁市列为大

运河文化带拓展区，将

浚县列为大运河文化

带核心区。当前，鹤壁

市正积极谋划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深

入挖掘文化内涵，努力

抓好遗产保护传承。

日前，本报记者深

入大运河浚县段实地

采访，触摸运河沿岸的

人文脉络，一窥昔日繁

盛与今朝风韵。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根据国家相关规划，浚县在大运河文化
带五大片区中属隋唐大运河北片区。目前，
结合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相关规划及浚县
实际，鹤壁市在建设浚县大运河文化带过程
中，明确了“建设文化旅游生态融合示范区，
打造豫北大运河文化展示中心”的战略定位。

“浚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以文化为核
心，以生态为基础，以旅游等相关产业为载体，
着力培育‘千年运河’‘天下粮仓’‘运河古城’
等文化品牌，实现文化、生态、经济和社会共生
共荣的发展格局，将大运河浚县段建成黄淮海
平原最具增长潜力的运河生态文化旅游区。”
鹤壁市发展改革委工业科科长王海英介绍。

据悉，大运河浚县段将按照“河为线、城
为珠、线穿珠、珠连面”的思路，构建一条主
轴带动整体发展，打造卫河（永济渠）浚县段
黄金廊道，三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体，多点
联动形成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

打造黄金廊道。鹤壁市拟投资 14.7亿
元谋划卫河黄金廊道建设项目。通过环境
整治与生态修复，文物保护与遗产展示，景
观建设与游憩服务，打造连接浚滑界至浚县
屯子镇遗产展示带、生态景观带、观光旅游
带，建成大运河浚县段文化旅游生态相互融
合的黄金廊道。

构建三大片区。依托浚县大运河遗产分
布和城镇布局，鹤壁市拟将大运河文化带重
点范围划分为西南片区、中部片区和北部片
区。其中，西南片区主要包括淇河口和新镇
古镇两个分支片区。淇河口主要是挖掘和展
示运河水利枢纽工程，包括枋城堰遗址、枋头

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刘庄节制闸保护
利用，卫河、淇河、共产主义渠三

河交汇景观建设等。新镇古
镇拟投资 7.5亿元用于保护
运河古镇肌理，修复历史
街区和文物建筑，维修河
岸寨墙坝头，考古复原展
示码头和渡口，构筑运
河古镇旅游空间。中部
片区主要指浚县古城片
区，拟重点打造以商埠民
俗文化为特色的运河古

城，实现“山、水、城”三位一
体，立体呈现“运河、城池、青

山”相依相生的脉络与空间关系，
集成打造开放式、多点面“露天博物

馆”。北部片区主要是屯子片区，拟重塑屯子
运河古镇、复原展示屯子码头，开发保护运河
古村落码头村，展示石雕名镇作品和技艺，考
古顿丘城遗址等。

“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文化遗产。鹤
壁市将紧抓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深挖我市丰
富资源，切实把大运河沿线文化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同我市全国全域生态环保示范区
创建、‘六城联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乡村
振兴等重点工作有效衔接，强化统筹，协调推
进。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一盘棋思维’谋划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并计划投资266亿元，
谋划实施鹤壁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
大工程、重大项目81个，为全省突出隋唐大
运河历史形态、打造中原文化高地贡献力量，
助力大运河文化带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金
名片’，使卫河（永济渠）浚县段真正成为千里
大运河上古色生香的织锦长卷。”鹤壁市发展
改革委主任郝志军表示。6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6月 17日，
记者从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目前在全省
率先完成了从市直到区的机构改革工作（执法机构改
革除外），10家直属机构已于5月30日完成挂牌。

今年1月，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整合了
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相关职责，以及市发展
改革委、市科技局对应的价格监督检查和专利管理职责。

依据省、市有关规定，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立
了以下直属机构：12315指挥中心（消费维权），直属分局
（特殊行业监管、市场主体信用监管、大型会议活动产品
质量及食品安全保障等），网络市场监管分局（网络市场
监管），质量发展分局（政府质量考核、质量强市建设），淇
滨分局，山城分局，鹤山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分局。

其中，该局新组建的 12315指挥中心，将此前设
立的12315、12365、12331、12358、12330五条热线整
合为 12315热线，成为集原工商、质监、食药监、物价
监管、知识产权、盐业监管、“双打办”投诉举报业务于
一体的消费维权综合性平台。6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6月 14日，
记者从鹤壁市城管局获悉，该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一期项目日前正式通过省住建厅考核验收。

数字化城市管理，即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
术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
件信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
的通畅与协调。

自成立以来，鹤壁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
心扎实推进数字城管平台的建设管理和运行工作，认
真做好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信息采集、案卷建立、
任务派遣、核查结案和系统维护，“数字城管”新模式
的运行，提高了城市管理的工作效率，提升了城市形
象和市民幸福指数。

在本次验收中，省住建厅专家组对鹤壁市数字化城
管建设运行工作给予肯定，认为该市数字城管中心系统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要求，建设了社会公众实时发布、视
频监控等扩展子系统，符合实际需要，并建立了专职监督
员、座席员队伍，系统业务运行期间性能总体稳定，符合
相关标准规范及项目招标文件、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城
市管理新模式效果已初步显现，符合验收的相关条件。

鹤壁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将加
快建设覆盖市、县（区）两级的数字城管二期项目，构建起
沟通快捷、权责明确、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监督到位的城
市管理新机制，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再上新台阶。6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通讯员 韩丽君）记
者6月15日获悉，鹤壁市财政局在全省2018年度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综合考评中获得第一名，
资产报告、支撑改革、基础管理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国家政权建设不可缺少
的物质基础。全面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对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以来，鹤壁市财政局牵头全面加强全市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明确资金与资产是国有资
产的不同形态，敦促各单位扭转重资金、轻资产的管
理倾向，加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责任追究，从打基
础、树理念、明职责、强培训、建流程、促结合六个方面
不断提高各单位对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目前，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系统
性、科学性持续增强，各单位对新增资产及时入账、平
时定期对账、准予核销资产及时销账，确保账实相符、
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表相符。在资产处置环节，各
单位提供真实合法的入账凭证，促进资产管理与财务
管理相结合；在配置环节，各单位以资产配置标准和
资产处置批复为依据编制预算，避免财政资金闲置浪
费，同时促进了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效结合。6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6月 10日，
记者从鹤壁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省政府日前公布了全
省 5月份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鹤壁市 PM2.5平均
浓度为 3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0.5%，在全省 18
个省辖市中排名居首。

今年以来，鹤壁市各级各部门将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环保满意度和
获得感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持续开展环境
治理攻坚，推进实施“环境整治风暴”行动、“三月决
战”行动和“春夏会战”行动，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战
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省18个省辖市PM10
平均浓度为121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度为78微
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51.5%。在此前公
布的一季度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鹤壁市居全省第
五位，居全省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首位。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全市‘355661’工程，把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抓紧抓实，打造创建全
国全域生态环保示范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确保污染防治有更好效果、生态环境有更大改
善。”鹤壁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6

鹤壁市财政局

行政事业单位
国资管理考评全省第一

数字城管一期项目通过验收

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0家直属机构完成挂牌

运河淌千年 文脉永续传
——大运河浚县段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展望

火热仲夏，草木繁盛。浚县古城街道两
旁的黄连木已长满羽状复叶，翠绿欲滴。站
在城墙上向西门外眺望，云溪桥上车来车往，
时而有行人驻足，欣赏桥下悠悠流淌的卫河。

卫河，汉称白沟，隋称永济渠，宋曰御
河，明称卫漕。清朝时，因该河发源于春秋
卫地、终止于天津卫，取其首末两端的“卫”
字名曰“卫河”，一直沿用至今。

据浚县文广旅局文物管理股股长郭如民
介绍，卫河（永济渠）浚县段如今留存的约71
公里河道，在隋唐时期是大运河永济渠的重
要组成部分，经宋、元、明、清历代持续整修维
护，始终发挥着漕运、通航、灌溉、调蓄洪水等
多方面作用，通航时间达1800年之久。如今
的卫河，不仅在农田灌溉和泄洪排涝方面继
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蜿蜒曲折的河道形态，
仍保留原有历史风貌，基本没有经过大规模
的裁弯取直和航道升级改造，是我国古代运
河的典型代表。卫河（永济渠）浚县段历史遗
存丰富，包括原生态的河道本体、枋城堰遗
址、云溪桥、黎阳仓遗址、浚县北街土
圆粮仓以及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
浚县古城、大伾山浮丘山文
化景观等，是名副其实的

“古代文化长廊”。
2014年 6月，中国

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我国第 46 个世
界遗产项目。由此，
卫河（永济渠）浚县段
作为大运河申报世界
遗产的 31 个遗产区之
一，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如果说文化是大运河的灵
魂，那么生态就是大运河的生命。对鹤
壁而言，大运河浚县段的申遗成功，无疑为这
座城市增添了新的“金字招牌”。以大运河申
遗为契机，鹤壁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多措
并举开展卫河（永济渠）浚县段的河道治理工
作——自2012年起，该市全面加强卫河污染
源控制、河道清淤疏浚和生态修复，恢复了行
船纤道；利用南水北调进行生态补水，改善河
道水质；建立健全“河长制”长效机制，及时处
理卫河沿岸垃圾堆放及倾倒问题；持续推进卫
河沿岸绿化工程，实行严格管控，全面提升大
运河环境品质。

“经过持续努力，目前卫河（永济渠）浚
县段的黑臭水体已基本消除。在下一步治
理工作中，我们将着重提升卫河河道的防洪
排涝能力，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堤防、险工、穿
堤建筑物进行除险加固，并不断加快沿岸绿
化带建设进程，持续提升大运河的生态涵养
能力。”浚县水利局主任科员宋国平说。

作为海河流域漳卫南运河水系的支流，
淇河穿越崇山峻岭、流经浅山丘陵，进入华
北平原后汇入卫河。近年来，为统筹协调推
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
治”，鹤壁市也在持续推进对淇河河道的保
护修缮工作，对淇河两岸水资源进行开发利
用与保护，建设重点水利工程，优化配置水
资源，并在淇河流域两侧实施植被修复工
程，新建湿地公园和郊野公园，加强淇河野
生动植物保护，全面提升大运河沿岸生物多
样性，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
谐的运河水生态格局。

漫步于浚县古城西大街上，你会发现街
道两侧的许多店铺仍保留着旧时风貌，门楣
上悬挂的匾额，在古色古香中渗透出历史的
凝重和深邃。不远处，古戏台“遏云楼”上正
在上演的神戏和傩舞引得观众一阵叫好，文
治阁、古县衙、世袭翰林府、文庙等古建筑内
游客熙攘，从这一处处遗存中去感受历史的
痕迹，大运河浚县段昔日的繁盛依稀可辨。

曾经的浚县古城因运河而建，亦因运河
而兴。浚县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科科长朱绍
田告诉记者，近年来，借势大运河申遗，浚县遵
循“留古、用古、承古、扬古”理念，全面加快古
城保护建设步伐，逐步恢复运河古城风貌，持
续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致力于保护建设好“山、
水、城”三位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

据了解，总投资50亿元的浚县古城保护
与旅游发展项目规划面积2.1平方公里，

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实施建
设项目 58个，入驻服务企业和
特色商铺 300多家。东南西
北四个城门、古县衙、世袭翰
林府、海棠谷等42个项目
目前已完成修复、修缮工
作，重现传统风貌，成为群
众休闲的好去处和文化
旅 游 发 展 的 新 亮 点 。
2018年，浚县古城迎客约
170万人次，综合营业收入

逾2.5亿元。
“在浚县古城保护建设

中，我们坚持修复、修缮采用老
砖、老瓦、老石头、老工艺，从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做起，不大拆大建，真正做到修
旧如旧，力争原汁原味重现古城内沿街院落
明清时期风貌，努力打造古色古香、极具历
史韵味的风景线。”浚县古城办副主任韩守
富表示，除了加强对浚县古城肌理
风貌的还原，该县还在古城内
启动建设了运河文化博物馆
及传统文化研学基地，致
力于通过文物收藏、保
护、研究、陈列、宣传教
育等形式保护传承大运
河文化。

据史书记载，明朝时
期,运河航运鼎盛，南北
经济文化的交融渗透，不
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繁荣发
展，亦孕育了丰厚独特的运河
文化——历史悠久的浚县正月
古庙会萌芽于春秋，在东汉以后，得
益于大运河漕运的便利，规模不断扩大，至明
代步入高峰。如今，浚县正月古庙会每年吸引
着海内外数百万游人前来，已成为传统春节文
化、古庙会文化的“活态”化石和不可复制的民
俗文化经典。近年来，浚县正月古庙会、泥咕
咕、民间社火、西路大平调先后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发展与传承，无一不诉说着浚县这座运河古城
昔日的繁华。“大运河浚县段丰富、灿烂的文化
遗存，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民俗文化，不仅是
鹤壁，也是全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浚县
古城办主任连禄表示，该县将紧抓机遇，加大
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充分利用大运
河资源优势，努力将浚县古城打造成运河文化
保护的“样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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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从上到下依次为
浚县古城西门外的云溪桥上

人流熙攘 叶蔚 摄
浚县隋代黎阳仓遗址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本报资料图片
改造完成后的浚县古城西大

街 叶蔚 摄
大伾山存有我国最早、北方

最大的石佛 本报资料图片

浚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将以文化为核心，以生态
为基础，以旅游等相关产
业为载体，着力培育‘千年
运河’‘天下粮仓’‘运河古
城’等文化品牌，实现文
化、生态、经济和社会共生
共荣的发展格局，将大运
河浚县段建成黄淮海平
原最具增长潜力的运河
生态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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