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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是民生之本、民心所

向、民意所在。保护生态

环境，关系人民群众福

祉，关乎城市未来发展。

2015 年 10 月，随着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

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

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国。

近年来，开封市上下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以建设美丽开封

为目标，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核心，奋力攻坚克难。

守护古都蓝天碧水
——开封市生态建设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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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加强环境
保护，就要将环保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
局，与经济工作统筹考虑、协调推进，积
极打造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合唱”阵容，
打开环境保护的新路径。

基于对此的深刻认识，并针对全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短板与薄弱环节，开
封市委、市政府站位大局、统筹规划，充
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精准治污，吹响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号角，全市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最新数据显示，开封市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PM10、PM2.5 累计浓度值同比
明显下降，同时优良天数大幅增加，仅在
今年 6月份我省空气质量排名中，开封空
气优质天数列省辖市前三名，较好地完
成了省下目标任务。

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自攻坚
战打响以来，开封市排查消除各类扬尘
污染隐患，坚决处罚施工扬尘污染企

业，并将相关企业记入“黑名单”。同
时，组织开展垃圾围城、土小企业围城
等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并加强道路机械
化清扫保洁，逐步推行“以克论净”的作
业标准，实现城区道路 24 小时不间断
洒水降尘。

工业大气污染管控取得阶段性成
果。采取包干到人、明确时限、跟踪推
进、严厉问责等措施，对全市涉气工业企
业进行专项清查，并分层次逐家约谈重
点企业负责人，立案处罚违法排放大气
污染物案件。在此基础上，还对涉气污
染源企业实行驻厂监管等。

此外，开封市进一步加大机动车污
染防治、燃煤散烧管控、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工作力度，并实施中轻度污染天气应
急管控。在执行过程中，开封市明确责
任，加强问责，严格落实督导奖惩。实行

“日调度、日点评”制度，指挥部办公室每
日通报点评攻坚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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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取
水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2017 年 8 月，“一渠六
河”项目正式开工，总治理长
度 23.2 公里，总投资达到
36.7亿元

水系治理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于海刚

“一城宋韵半城水”。开封，一座因水
而美、因水而兴的城市。古往今来，多少
文人骚客感叹于此留下墨宝。

近年来，开封巧妙地将水系工程融入
城市建设，更加注重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
考量未来发展，活水、造绿、治污，倾力打
造全城一景的宋文化主题公园。畅游御
河，你会真切地体会到“一朝步入画卷，一
日梦回千年”的美景。

开封因水而兴，开封因水而美。活了
一城水，让生态福利看得见！在持续改善
水环境质量方面，开封市始终不遗余力。

3 年来，开封市坚持源头控制、水陆
统筹、多部门、多层次联动，协同推进水
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
全市通过深入实施饮用水源保护、深化
工业污染防治、加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
治、推动新一轮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等五大工程，全
面加强领导、强化协调、完善制度、健全
投入、强化监督、严格考核等六项措施保
障，确保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
要出境河流责任目标断面水质稳定达
标，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
率保持 100%。

饮用水源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全
市持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
对水源地整治工程任务进行细化分解。
同时，对水源保护区内的水产养殖项目进

行整治，落实了水源地周边村庄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转运工作机制，推进了饮用水源
生态防护工程建设等，并加强饮用水环境
监测，将县级和重点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纳入监测范围。

与此同时，开封市还启动了《开封市
水环境保护条例》地方立法工作，积极做
好水污染防治的顶层设计，推动主要出境
河流责任目标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地下水
水质保持稳定。

加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2017年
8月，作为开封市水系工程和“十湖连通”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渠六河”项目
正式开工。一渠指的是西城区西湖引水
渠的西干渠，六河指涧水河、西护城河、南
护城河、东护城河、利汴河和惠济河，总治
理长度 23.2 公里，总投资达到 36.7 亿元。
工程通过截污控污、河道清淤、桥梁建设、
水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构建连接新老城
区水系，展现古城风貌的河湖水系连通体
系。至今年年底，开封将形成 1条环城滨
水风景绿道、5个城门节点、5个滨河公园、
8段绿色滨水岸线。它将连接开封新老城
区水体，形成立体景观，进一步彰显开封

“北方水城”特色，对于开封市城市生态修
复、河道环境整治、大气污染治理等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项项举措，一项项成效，对开封人
而言，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水更清了、环境
更美了，开封人因此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水系治理 唤醒宋都沉睡美景

无水不美，无林不秀。
很多人都在想象，有没有那样一片

绿意，能隔绝车水马龙的喧嚣，能重温鸟
语花香的惬意，能为空气质量“增值”。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生态廊道”。

生态廊道建设对于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开
封全市公路两侧，绿色正在悄悄蔓延，一
幅幅绿意盎然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生态廊道建设为城市添“绿”，不只
是栽几棵树那么简单。在开封市委、市
政府看来，这是一项改善生态环境的系
统工程。于是，以美化环境、防风固沙、
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等为目标的生态廊道
绿化工程全面铺开：

城区怎么办？结合老城区特点，开
封市以生态廊道“穿针引线”，将数十块
城市绿地连接起来，实现了“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而在新城区，宽约 650米、
绵延6公里的森林公园也已形成，一条亮
丽的城市绿带绵延成荫。

城乡公路怎么办？2017年，开封市
启动了生态廊道绿化建设工程，对已通
车运营的公路两侧各30米范围内未经绿
化的路段实施高标准、高规格的绿化工
程。

此后，开封市委还将“绿网”建设纳
入开封市基础设施建设“八网”之一，确
定了林业生态建设在开封市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重点加强生态廊
道、湿地、公园绿地及道路河渠两侧绿
化，做好重点道路河渠两侧绿化，提升生
态廊道绿化水平。

建设生态廊道，开封并非心血来潮
“赶时髦”，亦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面子
工程”，而是建设“四个开封”的切实需
要，满足了市民日益多样的生态需求。
截至目前，开封市的生态廊道已经建成
42条，共 280多公里，总面积相当于 120
多个汴京公园。

根据要求，开封市的生态廊道绿化

建设做到高起点、高标准、多样化，重点
明确，目标清晰，努力打造成全省一流的
生态走廊、绿色长廊。

与此同时，开封市委提出，四大举措
推进生态园林绿化建设。以人为本，民
生创建。近 3年以来，全市深入开展“园
林式单位（小区）”创建活动，新建72块街
旁绿地，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79.6%；在主次干道绿化隔离带内种植多
种花卉，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大幅提
高。创新引领，科学创建。开封市始终
坚持“规划先行、严格标准、因地制宜、精
细监管”原则，确定了“两区、四环、九带”
的城区绿化格局，将城市绿化设计与古
城墙、水系、文物古迹、菊花文化等开封
特色元素充分融合，在新城区力求体现
特色鲜明的新宋风，在老城区彰显古朴
庄重的古城魅力，完善了园林绿化科学
管理体系。文化引领，特色创建。开展

“文化+园林”建设，强力推进环城墙公园
建设，传承了古城特色；复建水系工程，
传承了水城特色；提升景区精细化管理
水平，传承了古迹特色。

随着生态廊道绿化工程不断向前推
进，一条条绿带从城市绵延到农村，让开
封的生态轮廓愈加清晰，也让城市添

“绿”更有底气、更有动力。
如今，驱车行驶在开封市的公路上，

两侧的绿化景观时而郁郁葱葱，时而色
彩斑斓，让人心旷神怡。一道道美丽风
景、一幅幅动人画卷、一条条体现乡土风
情的走廊，宛如一幅立体丹青画，在为过
往宾客带来舒适行车体验的同时，也筑
起了一道道生态屏障。

家住开封新城区的刘洪涛酷爱旅
行和摄影，今年“五一”小长假，他一反
常态，没有选择游览名山大川，而是约
上三五好友，背上设备，骑车沿着开封
市的几条公路进行了一场摄影之旅。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田、路、树浑然一体
的生态美景，何必再出门远行。”刘洪涛
说。③9

生态园林 铺展“绿色画卷”

市民在环城公园里散步市民在环城公园里散步

老 城 区 实 现 了
“300 米 见 绿 ，500
米见园”；新城区形成
了宽约 650 米、绵延
6公里的森林公园

两年来，开封市
的生态廊道已经建成
42 条，共 280 多公
里 ，总 面 积 相 当 于
120多个汴京公园

生态园林

大宋御河水系工程一隅

开封“水城”名副其实 （本版图片均由开封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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