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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对中国食品名城漯

河来讲，良好的生态环境

更具有非凡的意义。近年

来，漯河市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

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省领

先为目标，持续实施环保

攻坚，推行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切实强化生态建设，

全面提升环境建设水平。

漯河，这座本就亲近自然

的水韵绿城，已当之无愧

地成为全省最宜居宜业的

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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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上天赐予秀丽美景，但守护好这一
方好水土并非易事。2016年 1—3月份，漯河
市 PM10、PM2.5 浓度不降反升，优良天数全
省垫底；全市 7 条省控河流断面只有 2 条达
标，达标率全省倒数第一，涉水项目被省环保
厅限批；因第一季度全市环保执法为“零”，被
环保部点名通报，并被中央主流媒体曝光。
一时间，漯河环保“工作被动、危机四伏、命悬
一线”。

漯河是食品名城，正在建设生态宜居名
城，无论是食品名城还是生态宜居名城，都需
要好的生态、好的环境作基础、作保障。如果
生态破坏了、环境污染了，就违背了发展的目
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全市人民的共
同期盼。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漯河市委、市
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高质量发展的“一
号工程”，于 2016 年 4 月在全省率先打响了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牵
总挂帅的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攻坚突破领导
小 组 ，强 力 推 动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落 实 。 从
2016 年开始，漯河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制度，建立“1+9+12”环保攻坚突破体系，

大气污染防治“8+2”制度体系和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1+3+5”总体方案，明确了环保攻
坚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解决了治什
么、谁来治、如何治、靠什么来治、治成什么
样等关键性问题，凝聚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的广泛共识。

2016年 9月 30日，召陵区最后 4家黏土
砖瓦窑厂全部拆除。2017 年，3054 家涉嫌

“散乱污”的企业被依法强制关停，引导企业
走上新旧产能转换、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
路。

“原以为要吃‘大亏’，没想到尝到的却是
环保的甜头。”如今在繁忙的生产现场，漯河
市元田鞋楦有限公司负责人安群长常常喜上
眉梢。

由于环保设施不达标，元田公司多年来
经常与环保执法人员“打游击”，公司发展也
屡受影响。全市刮起环保攻坚风暴之后，公
司重新规划建设，并先后投入40多万元，完善
系列环保设施，污水、废气、废物全部得到合
理处置。厂区环境改善后，很多客户来企业
考察都夸环境好，产品供不应求。“明年继续
扩大生产。”安群长兴奋地说。

千百年来，漯河因水而兴、因水而
荣。优美的生态环境对这个中国食品名
城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漯河
市委、市政府也在不断探索环保与发展双
赢的“漯河样本”。

着力减排：严格实施“批项目、核总
量”，严控新增污染物总量，大力削减老污
染物存量。通过关停重污染企业、实施清
洁能源替代、调整生产结构、优化生产工
艺、完善治污设施、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等
一系列措施，各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逐年
降低。2018年，漯河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为34990吨、氨氮排放量2792吨、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量34300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6733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16349吨，与
2015年相比，分别减排14.45%、24.52%、
17.3%、18.28%、20.53%。五项指标均超
额完成省定总量减排目标任务。

强力提改：对现有 18个污水处理厂
实行提标改造，实施涉污企业环保信用
管理制度，督促企业实现超低排放；分区
域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及截流设施建设，
管道铺设总长度约 137公里，完成了 195
个背街小巷的雨污分流改造。全市90个
村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全部完成。

调整结构：2017年以来，漯河市持续
开展运输结构、供暖方式、产业布局等调
整工作，累计检测重型货车 4万多辆，对
3000多辆尾气排放不合格的车辆进行了
处罚；完成9家超低排放企业改造，9家省
定特别排放限值企业改造、205家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342家企业无组织排放
治理任务全部完成；城市供暖普及率达
60%以上，双替代任务完成6.2万户。

强化监督：漯河市在全省首创环保集
中督导观摩制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带队，定期对各县区、各有关部门环保攻
坚情况进行督导观摩讲评，排序末位的县
区和部门在大会上公开检讨，市委、市政
府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并对排名末位的县
区扣款100万元，奖励给获得第一名的县
区。市委在全省率先开展环保攻坚领域
专项巡察，用政治巡察手段推进环保攻坚
工作，共交办问题 495个，在全市上下引
起强烈震动。

沿河造景：围绕“水”“绿”两大主题，
用遍布全城的绿来美化水，以穿城而过的
水来提升绿。以沙澧河生态景观带建设
为中心，精心实施沿河布绿、围桥造景、设
景建园、开辟绿洲等绿化美化工程，林园
结合，提升品位。穿越城郊的颍河、唐河、
蜈蚣渠、黑河、汾河等17条主要河渠与沙
澧河遥相呼应，构成滋润漯河大地的特色
水系，并和河流两侧建设的不低于 20米
宽、540公里长的防护林带一道，形成了林
水结合的城市生态系统。

美丽的风景不只藏于山水，更应在人
们身边随处可见。凭借亲水融绿、环境秀
美的独特城市风貌，漯河市先后获得“国
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
森林城市”“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中
国特色魅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等荣誉。

走进绿色，亲近自然，呼吸洁净的空
气，欣赏白云在蓝天上飘荡，感受林木花草
的清香，这就是生态水城漯河的魅力所在，
也是沙澧儿女孜孜追求的生态大美。9

从城市到农村，环境好不好，日益成为漯
河人关心的第一话题。漯河市用一项项得力
举措、一个个整治行动，扎实践行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按照标本兼治、协同推进的思路，围绕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漯河市出台大气
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方案，着力控尘、控煤、
控车、控油、控排、控烧，先后组织开展了“五
大围城”战役、“五线”环境整治、砖瓦窑行业
专项执法检查、水环境污染源排查整治、沙石
料场整治、餐饮油烟治理、沙澧河养殖清理、

“三散”专项治理等20余项专项行动，取得明
显效果。

今年 3月份以来，漯河市又强力开展扬
尘治理风雷行动，近70家在建项目工地因扬
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不到位被责成停工整
改，从重处罚违法违规企业 30多家，纳入不
良记录企业8家，训诫48人，行政拘留5人。

在“三散”污染专项治理中，漯河市对
“三秋”农机作业扬尘、餐饮油烟、粮食收购
点和粮食收储企业扬尘、货场（物流园区）扬
尘、禁烟禁放等方面抬高标准、自我加压，逐
县区、逐区域检查核查、执法查处，取得显著

成效。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漯河市按照一河一

策的思路，采取“补、分、疏、控、管、建、督”七
步工作法，7条省控河流断面水质逐步实现
稳定达标。全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65.75万
吨/日，在全省名列前茅，饮用水源地保护成
为全国样本。

对环境污染，漯河市始终保持零容忍。
仅2018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环境行政处罚
案件就立案 342起，同比提升 128%；移送行
政拘留 6起、刑事拘留 1起，形成了环保攻坚
的高压态势。

攻坚措施深入推进，带来环境质量的持
续改善。实施环保攻坚以来，PM10累计下
降33微克/立方米，下降25％;PM2.5累计下
降 21微克/立方米，下降 26.3％;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累计增加 79天，增长 52.7％。7条国
省控河流断面稳定达到省定目标要求，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土
壤环境质量整体保持稳定。森林漯河建设成
效显著，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41.13%、36.35%和 15.21
平方米。

理念之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创新之策
精 彩
漯 河

【生态】
之

生态环境保护 绘出大美漯河

沙澧流碧，林茂花艳，蓝天常

驻，繁星闪闪……漫步在沙澧河

畔，每每陶醉于大自然造化之神

奇。无论是春天的花香四溢、姹紫

嫣红，抑或是秋季的红叶灿烂、桥

头日出，总会有一幅幅唯美的画卷

徐徐展现在眼前。

漯河的生态之美既是大自然

的得天独厚，更源自漯河人的理念

之美、守护之坚、创新之策。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王希娟 吴彦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漯河市委宣传部提供）

探索绿水金山
双赢的“漯河样本”

空气质量

PM10 累计下降 33 微
克/立 方 米 ，下 降 25％ ;
PM2.5 累计下降 21微克/立
方米，下降 26.3％ ;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累计增加 79天，增
长 52.7％

水质达标

7条国省控河流断面稳定
达到省定目标要求，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取水水质达标率
100%

实施环保
攻坚以来，漯
河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森林绿化

森林漯河建设成
效显著，城市绿化覆
盖率、绿地率、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41.13%、36.35%和
15.21平方米

守护之坚
铁腕治污铁面执法铁心求实效

沙澧龙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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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漯河持续实施环保
攻坚，全面提升环境建设水平，
水清景美，宜居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