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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因水而

平添灵性，因水而更加秀美。

9月5日，围绕“四水同治”开展

视察的省政协常委视察团，走近焦

作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现场，看到

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风

景区，纷纷为该市治理水环境、修复

水生态的决心和举措点赞。

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是焦作

实施“四水同治”的一个生动例

子。近年来，该市紧紧抓住新时期

治水兴水战略新机遇，把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

治”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重要抓

手，大手笔谋划，大规模实施，大资

金投入，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提

升了城市品位，荣获了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称号，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日益增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四水同治”润泽大美怀川

一条农村公路，连接的是乡村与

城市，打通的却是贫瘠与富足、困顿

与希望。

走近怀川大地，你会发现，昔日

功能单一的水泥路、柏油路，蝶变成

纵横交织、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四

好农村路”。沿线乡村产业蓬勃发

展，乡村旅游呈现出由景区景点向全

域旅游发展良好态势，农村人居环境

展露出崭新风貌。

改变农民生活、改变农村面貌的

“四好农村路”正越走越宽，唤醒了沉

睡的村庄，催生了焦作乡村的“蝶

变”，架起了振兴的桥梁。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高标一流 建设“四好农村路”民心工程1

振兴乡村 编织“四好农村路+”精品工程2

一条金云路将散落的古村串珠成链，
为山区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修武县西村乡金岭坡村宽5米的金云
路蜿蜒通向云台山镇兵盘村，路不长，却
把几个“山头说话听得见、要想见面难上
难”的古村连成线，打开了深山村通往外
界的一扇门。

修武县精品民宿样板工程“云上的院
子”，流转农户废弃石屋 245间，接纳周边
100余名群众就业，促进了当地农户脱贫
增收。

道路通，百业兴。在焦作，许许多多
“金岭坡村”正因“四好农村路”的建设而
变得更加美丽富足。

2018年，为让“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
车”变为现实，建设结构优化、功能完善、
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焦作开展了大规模
的“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创建活动。

坚持全域创建。全市所有县（市）区
全面开展“四好农村路”创建工作，创建任
务最多的武陟县多达1340公里，最少的解
放区也有55公里，形成了“县县有任务、区
区都参与”的创建局面。

坚持规划先行。坚持“修一条路、造一
片景、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理念，把

“四好农村路”建设与资源开发、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六县（市）围绕全域旅游、产业
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开展创建，助推农业
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五城区突出生态打
造、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并与“四城联创”活
动紧密结合，提升城市品质品位。

坚持精品建设。出台了高标准的创建
行动实施方案，编制了“四好农村路”创建
技术导则，明确了县、乡、村道绿化的标准
和树木种类，用刚性规范确保创建质量。
各县（市）区结合本地产业扶贫、旅游、文化
等特点，积极打造特色多样的亮点工程。

绚丽的“成绩单”背后彰显出“四好农
村路”的建设速度和品质：

截至目前，全市共完成农村公路提升
改造 3102公里，拆除违建 32.3万平方米，
过村路段墙体美化 155.7 万平方米，修建
节点游园 255个，修建公交港湾及安装站
牌769个，道路绿化6.5万亩。

孟州市、沁阳市、武陟县成为省级“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孟州市、沁阳市创建成
全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孟州
市王园线成为全省五条最美农村公路之
一。7月 16日，全省加快“四好农村路”建
设助推乡村振兴现场会在焦作举行。

“四好农村路”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是农村高质量发展“一招求
多效”的重要载体。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在今年年初全
市“四好农村路”创建工作观摩会上说，要
坚定不移地以“四好农村路”为抓手，加快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以一
业带多业，以“一招求多效”，着力提高广
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下，全市农村公路由线成网、由窄
变宽、由通向好，农村道路通行环境明显
改善，人居环境显著提升，打造成了高质
量的脱贫路、产业路、生态路、旅游路、休
闲路、景观路、文化路，逐步成为助推脱贫
攻坚、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百姓
出行品质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助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结合当地
旅游文化和资源，穿越山巅，穿过山林，将
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青龙峡等山水景
观，圆融寺、影视城、月山寺、韩园、陈家
沟、嘉应观等人文景点，莫沟村、源沟村等
美丽乡村串联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南
太行—古山阳—黄河滩”全域旅游经济
带，将美景变成了产业。

带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围绕产业
谋布局，提升“四好农村路+”的效果，把
以路兴业作为“四好农村路”创建工作的
重要目标。有例为证：

孟 州 市 深 化“ 四 好 农 村 路 +健 身 休
闲”，谋划自行车赛、马拉松赛，带动沿线
农民增收；武陟县大封的千亩核桃园、北
郭的千亩桃园梨园和嘉应观的建业大食
堂等有效串联，促进了沿线村庄产业发
展；修武县王屯乡通过打造大枣经济带、
枣木文化园、吉祥树等美学景点，让游客
感受到了自然休闲、农耕生活之美。

吸引社会资本投身乡村振兴。四通
八达的农村道路网络，让优秀创业人才来
到农村施展拳脚，激发了农村地区内生动
力，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支
撑，为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保障。
通过对沿线一公里内 341 家注册资金在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调研统计，有 54家为
2018年以来新建企业，占比达 16%。

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四好农村路”加强了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互
通，拓宽了农民就业创业和发家奔小康的
渠道，使农村的瓜果蔬菜、四大怀药走出家
门、远销国内外，促使“四好农村路”延伸成
致富增收的“加速带”。2018 年，沿线 56
个贫困村、1.3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四好农村路”
的高标准创建，形成了通畅、便捷、绿色、
生态的交通网络。全市农村公路里程达
6782 公里，城乡班车达 800 余台，城乡班
线达 150多条。

在全省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助推
乡村振兴现场会上，焦作市市长徐衣显
说，该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公路全通畅、交
通脱贫全覆盖、沿线乡村全通车、管养责
任全明晰、过街路段全美化、公路两侧全
绿化、道路环境全域净。

相信，越来越多的“四好农村路”将延
伸至农村的各个角落，把群众对脱贫致富
的期盼、对乡村振兴的向往串联在一起，
编织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怀川
乡村振兴新图景。

“四好农村路”编织乡村振兴梦

铺就“四好农村路”打开乡村幸福门

路通了,民富了,群众劲头更足了畅洁舒美的“四好农村路”

高标一流
构建水生态文明大格局

金秋时节，一场以“四水同治”为统领的
治水兴水战役在怀川大地掀起建设高潮。

实施“四水同治”，是焦作站在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深入贯彻“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方针，认真落实“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
强监管”治水新思路，遵循“高效利用水资
源、系统修复水生态、综合治理水环境、科学
防治水灾害”的基本原则，着力解决制约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水瓶颈”问题的高度做出
的战略抉择。

围绕打造“九河五湖润山阳、四渠三
库泽怀川”的全域水系，焦作着力把外面
的水引进来、让内部的水活起来、使受污
染的水净起来，统筹生态修复和灾害防
治，谋划了水资源开发利用、防洪除涝、水
系连通、水污染防治等 64 个项目，总投资
278.94亿元。

省涉及焦作的 2个“四水同治”重大水
利工程是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和西霞院
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其中，小浪底
北岸灌区工程于 7 月 19 日在孟州市开工
建设，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焦
作段输水总干渠线路优化及基本农田补
划等工作已完成，正在加快推动前期工
作。两个工程建成后将新增改善灌溉面
积 80.4 万亩。

谋划的“四水同治”十项重大工程分别
是大沙河城区段生态治理、新河生态治理、
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南水北调城区段左
岸防洪影响处理、九渡水库、南水北调干渠
与城区水系连通、城区水源、城区河道生态
修复、黄河下游引黄涵闸改建、灵泉湖。总
投资 139.79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46.83
亿元。

县（市）区重点工程52个，投资77.43亿
元。目前已开工 30个，4个已完工，累计完
成投资14.3亿元。

1月 26日，在焦作实施“四水同治”加快
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动员大会上，市委书
记王小平说，要坚持统筹推进，抓好省定涉

焦的两个重大项目、市“四水同治”十项重大
工程和“四水同治”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快形
成河湖畅通、生态健康、宜居宜游、人水和谐
的水生态文明局面。

勠力同心
干出治水兴水别样精彩

实施“四水同治”是治水兴水的战略工
程、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和系统工程。“说了
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这是焦作在
推进“四水同治”中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

“最高”指挥机构成立了。成立了“四水
同治”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王小平任第
一组长，市长徐衣显任组长。建立了市领导
分包重大项目工作机制，市委副书记、市政
协主席等24名市级领导全部上阵，分包“四
水同治”重大工程。成立由市委副书记、常
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督导组、资
金组、综合组。

“最难”建设资金保障了。加大公共财
政支持和投入力度，市县两级基本建设资
金、财政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债券等向“四水
同治”工程项目倾斜。创新投融资模式，鼓
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入水利建设与运营，多
渠道筹措工程建管资金。

“今年以来，大沙河生态治理工程争取
了国家山水林田湖草资金 3.5亿元；已开工
的大沙河城区段生态治理工程、南水北调城
区段绿化带工程、新河生态治理工程均采用
PPP模式，总投资77.1亿元。”焦作市水利局
局长付希强说。

“最细”责任分工明确了。以问题为导
向，制定了《焦作市“四水同治”十项重大工
程问题责任分解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细
化各级各部门责任，明确各项工作的职责分
工、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工作措施，建立纵
到底、横到边的责任体系，为高效推进项目
工程建设提供机制保障。

“最严”督导考核实施了。对重大工
程项目实行周工作通报、月统计汇总等
措施，确保“四水同治”项目推进高效有
序；将“四水同治”工作作为市委、市政府

“五位一体”重点督导内容，纳入年度责
任目标考核范围，表扬先进、鞭策后进、
奖优罚劣，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各项举措
落地见效。

唯有高点定位，才能谋取新篇。焦作
高点谋划、高位推动，着眼抓实抓细、抓常
抓长，强化和完善了工作机制，为“四水同
治”项目顺利实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力
支撑。

精益求精
打造以水润城精品工程

绿荫城，水润城。
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水袖流云”示

范段、“锦绣四季”月季文化园、“临山印水”
“枫林晚秋”“玉花承泽”等节点公园陆续对
市民开放，“半城青山半城水”的山水宜居雏
形初显。

实施“四水同治”过程中，焦作坚持以点
带面，示范带动促提升，依托大沙河、南水北
调城区河段、新河等城市河道，以“防洪、生
态、景观”综合性河道建设为重点，提升建设
标准，弘扬工匠精神，着力打造一批精品工
程、示范工程、亮点工程。

7月20日，大沙河城区段生态治理工程
开放了迎宾体育广场、沙河七星园、沙河秋
色等 5处节点公园。昔日的臭水沟蝶变为

“四水同治”的新样板、全域旅游的新景点、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新地标。

“以绿为基，以水为魂，以文为脉，以南
水北调精神为主题”的南水北调城区段带状
开放式生态公园将全面向市民开放，成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沿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8月 8日，焦作城区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全面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
城市防洪排涝标准，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

南水北调城区段左岸防洪影响处理工
程实施后，可有效完善城区防洪排涝体系，
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新河生态治理工程建成后，将改善新河
水生态环境，提升城区绿地景观效果，为商
务中心区增光添彩。

一系列大擘画、大动作，正逐渐勾勒出
焦作“四水同治”的清晰轮廓。

“大力度、多举措加快水利建设，水利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水资源利用水平有效提
升，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水生态修复力度
持续加大，水灾害防治体系加快构建，水利
事业快速发展。”徐衣显说。

以水润城、人水和谐。从天空俯瞰广袤
的怀川大地，一幅“河湖库池织水网，水系连
通绕怀川，多元联调水丰沛，生态宜居靓中
原”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大沙河，从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碧
波荡漾的风景区 赵耀东 摄

大美如画的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