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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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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蝶变的守望者
——焦作城市管理工作综述

幸福生活就像芝麻开花

12月 10日清晨，焦作市解放区西王褚新区
的赵建强步行 5分钟，来到南水北调·天河公园
健身。

“3年来，这儿的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走
在彩色健身步道上，作为一名绿化带拆迁区安
置户，赵建强不自觉回想起了穿城而过的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与这座城的点点滴滴。

在南水北调征迁工作中，广大干部群众始
终弘扬伟大的红旗渠精神，并结合实际，创造了
以人为本、和谐征迁的奇迹。

2009年 10月 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焦作
市中心城区段和谐征迁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河南省焦作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征迁，确保南水北调工
程顺利实施的做法很有特点，很有成效。

可南水北调总干渠建成通水后，由于种种
原因，焦作城区段绿化带工程一直难以推进，一
搁置就长达 8 年。“总干渠两侧多为破旧的民
房，私搭乱建现象严重，环境脏乱差。从高处
看，这片地处新老城区接合部的城中村，犹如城
市的一道伤疤。”赵建强说。

新一届焦作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作出了
“举全市之力干成之”的决策部署，提出了“说了
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工作要求，于
2017年年初启动了南水北调绿化带征迁工作，
下决心把这道城市“伤疤”变成连接新老城区、
提升城市品位的亮丽风景线。

仅用 4个月，焦作就完成了 4008 户 1.8 万
人 176万平方米的征迁任务，完成了南水北调
城区段绿化带征迁协议的签订、搬空、拆除“三
个100%”，创造了焦作城建史上的伟大奇迹。

从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搬迁到王褚新区
的赵建强，不仅住上了新房，还经营了一家超
市，全家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如今，许许
多多“赵建强”正因穿城而过的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

喝上用上丹江水变成现实

一渠丹水通南北，万家清流润山阳。
8月 26日，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的最后

一个节点——府城水厂牧野加压泵站成功并网
运行，标志着焦作中心城区百万市民全部用上
了南水北调水。至此，焦作规划受水区市、县城
区超160万市民全部用上南水北调水。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一穿城而过的城

市，焦作早在2011年就确立了以南水北调水替
代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的战略目标。2016
年，南水北调配套水厂建设纳入全市十大基础
设施重点项目建设。

“不足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苏蔺水厂、府城
水厂两座供水能力31万立方米的现代化水厂、
6座加压泵站和累计57公里的供水管线的建设
任务。”焦作市南水北调中心（原市南水北调办）
主任刘少民说，截至目前，焦作供水配套工程已
安全运行 2000 多天，累计向受水区安全供水
1.83亿立方米。

2017 年以来，焦作市南水北调中心按照
“多引、多蓄、多用”的要求，积极为龙源湖、群英
河供给丹江水，扮靓了城市美景；为河流、水系
补水，提高了水系景观度，改善了河流的生态环
境；回补地下水，修复水生态，使地下水源得到
涵养，地下水位得到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现生态补水 5800
万立方米，仅 2020年供水年度，就实施生态补
水 905.44万方，并首次利用分水口门向温县县
城水系实施生态补水，获得了良好生态效益。”
刘少民说。

焦作市水务公司总经理张涛介绍，南水北
调水的源水来自南阳的丹江口水库，是地表水，
达到Ⅱ类地表水水质标准，属于优质地表水水

源。以前中心城区的用水是地下水，水质硬度
偏高、水垢偏多。通水后，城市居民饮用水水质
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南水北调沿岸亮丽风景线

于城市发展和区域竞争而言，“含绿量”就
是“含金量”；于百姓而言，看得见、摸得着的生
态美景才是“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最生动画
卷。

2017年年底，焦作启动了以绿为基、以水
为魂、以文为脉、以南水北调精神为主题的南水
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工程。这既是焦作实现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承载着怀川儿
女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要做到有景观、有配套、有文化；要注重历
史传承，珍惜这一独特的宝贵资源，把南水北调
焦作精神挖掘好、传承好。”2018年 5月 9日，省
委主要领导莅临焦作调研南水北调绿化带征迁
和建设时强调。

焦作市南水北调区办负责人马雨生说，焦
作市充分融合历史文化和人文特色，深入挖掘
工程本身、移民、生态保护背后的故事，全方位
打造好、分区域分层次展示好南水北调文化和
南水北调焦作精神，真正把绿化带项目建设成

为集中展示和纪念南水北调伟大工程的精品景
区。

今年10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同
意焦作把南水北调纪念馆设立为国家方志馆南
水北调分馆，成为国家方志馆在全国设立的第5
家国家分馆。

刘少民说，为大力弘扬南水北调精神和文
化，留住历史记忆，焦作市正紧锣密鼓收集南水
北调资料、史料和文物，目前，资料史料收集工
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南水北调施工的机械收集
工作已经完成，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南水北调
穿黄施工的大型机械盾构机已在南水北调分馆
北广场安装完成。焦作市打造南水北调精神文
化高地的构想将变为现实。

如今，昔日的城市伤疤化作一串耀眼明珠，
成了南水北调沿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时下，
怀川儿女追求的幸福生活，正通过“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的建设，春风化雨般地走进每个人的
心田。

南水北调让焦作幸福满满
□成安林

初冬时节，南水北调·天河公

园，树木葱茏，绿意盎然。这里成

了市民娱乐休闲、陶冶情操、缓解

紧张和疲惫情绪、感悟人水和谐

城市环境的首选地。

以绿护水、以水乐民。当下，

焦作人民积极践行“忠诚担当、顽

强拼搏、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南

水北调焦作精神，勇闯新路，擘画

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

范城市，着力打造“精致城市、品

质焦作”，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了城市生态品质，让这座城

市的人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龙源湖公园

盾构机

南水北调穿城过

□成安林

今年11月 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在北京举行，焦作捧回了沉甸甸的“全国文明
城市”匾牌。

这是荣誉，是褒奖，凝结的是焦作市委、市
政府治理城市的思想与智慧，彰显的是焦作市
城市管理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

近年来，焦作市城管局审时度势，在全系统
开展了“强转树 夯实履职根基 创佳绩 争做为
民城管”三年专项行动，全力打造法治、服务、百
姓、科技、和谐“五个城管”，用队伍建设的高质
量推动城管工作的高质量，为打造“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凝聚城管力量。

如今，“五个城管”格局已在焦作“开花结
果”。大美焦作，正踏着城市发展的节拍，成为
怀川儿女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党建统领
焕发作风建设新生机

不忘初心，才能永立时代潮头；牢记使命，
方能永葆先锋本色。

焦作市城管局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以党建促群建，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五比一
争”等，引导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聚起打造“五个城
管”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走出一条具有城管
特色的党建之路，实现党建发展与业务、服务同
频共振。

作风就是战斗力，环境就是竞争力。“作风
建设认干不认说。实现干部作风根本性转变的
关键在于有较真碰硬的勇气，敢于刀刃向内、聚
焦思想病灶，大破大立，去病除弊。”焦作市城管
局局长杨廷中说。

该局制订出台了《市城管局2020年集中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进“转变作风抓落实、优
化环境促发展”活动实施方案》，将转作风优环
境专项行动向完成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
向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聚焦、
向长效管用的体制机制聚焦，以作风建设的高
质量推进城市管理工作的高质量。

为推动干部作风持续好转，该局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在城管系统内深入开展

“一执、二基、三行、四提”活动，激发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习教育常态化、自
身建设标准化、能力素质专业化、推进工作精准
化、各项工作制度化，有效提升了城管队伍的履
职尽责能力。

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培育先进群体，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让党建成为驱动业务工作的新动能。作
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孙，周志勇同志秉承周氏家族
遗风，廉洁修身、克己奉公、低调做人，被省住建厅
授予“河南省最美城管人”荣誉称号，周志勇家庭
正全力争创“廉洁家庭创新奖”。

全方位统筹推进党风廉政、精神文明、作风
纪律、机关工会、驻村帮扶等建设工作，建设了
城管系统党风廉政教育基地（一期），做好以党
建带群建促城管事业高质量蓬勃发展的这篇

“大文章”。

勇挑重担
扮靓城市创建新颜值

公园，树木葱茏，绿意盎然；街道，亮丽整
洁，人车秩序井然；小巷，违规搭建、占道经营难

觅 踪 影 …… 初
冬时节，漫步焦作
街头，生态好、环境
好、城市管理得好，让人
印象深刻，如沐春风。

在城市创建过程中，焦作市城管局一直承
担着主力军、排头兵角色，始终把便民、利民、惠
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提升城市的魅力、
活力、吸引力。

按照市委、市政府以及创建指挥部的安排
部署和具体要求，焦作城管部门勇挑重担，苦干
实干，强力开展“三治两提”等专项整治行动：

围绕治堵：持续开展重点部位、重点时段、
重点行业市容乱象整治，消除了 100多处重点
部位存在的占道经营顽疾，让城市道路更加畅
通有序。

围绕治脏：坚持“一路一策”，82条面积862
万平方米城区道路，实现“以克论净”省定标准，
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

围绕治乱：拆除了建市以来想拆而拆不掉的
违规户外广告牌（塔）8000多块、面积达14.56万
平方米，升级改造了1万多块门头招牌，露出了
城市天际线，让城市容颜更加精致美丽。

围绕提质：升级改造 11800 块门头招牌，

389栋沿街建筑的夜景照明工程，点亮焦作之
夜，为美丽宜居、旅游城市增光添彩。

围绕提效：实施“公厕革命”，122座改造后
功能完善、干净卫生、管理规范的公厕，使广大
市民有了在家如厕般的感受和好评。

一项项行动铭记着城市管理者辛劳的汗水
和城市发展的笃定足音——

全市城管部门不分昼夜，奋战在创建一线，
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啃下了一块又一块
的“硬骨头”，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大难”，消
除了城区长期存在久治不愈的“脏乱差”，让城
市更有颜值、生活更有品质。

五个城管
擦亮城市管理新名片

如何积极作为、有效作为，既全面提
升焦作城市形象，又赢得人民群众好口
碑？

焦作市城管局以“强基础、转作风、
树形象”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强转树
夯实履职根基 创佳绩 争做为民城管”三

年行动，全力打造法治、服务、百姓、科技、和
谐“五个城管”，擦亮了城管“新名片”。

打造“法治城管”，夯实依法行政根基。
2018年 1月《焦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正式实施，2021年 1月《焦作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即将实施，筑牢了法治城管的基
础。开展执法骨干大培训、优秀案卷评选等系
列活动，提升了执法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
能力。

只要是切实服务百姓生活的，焦作城管人
克服各种困难也要拼。作为“污染围城”集中整
治的牵头部门，城管部门清除城区周边堆积多
年的“垃圾山”63座，清理垃圾656处，清运平整
建筑垃圾 338万方，腾出土地 5552亩，让焦作
从垃圾围城中成功突围。

服务百姓有温度，大事关头讲担当。疫情
初期，市城管局主动延长供暖时间一周，让城市
更具温情；主动帮助供水企业争取 2亿元专项
资金，积极协调复工复产，实现了 2020年 8月
底前全城通水，兑现让全市人民喝上丹江水的
庄严承诺，百姓城管的底色更加鲜明。

打造“科技城管”，让城市管理更加精细。
市城管局优化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功能，完成

了 9大核心子系统建设，扩展了 4个业务子系
统，新增 100路视频监控和“12319”呼叫中心，
地理信息数据普查拓展至140平方公里。打造

“智慧环卫”系统，提前规划最优作业路线，实现
了油耗水耗最小化、作业效率最大化。数字城
管运行以来，共受理案件 55400 余起，结案
41800余起，在城市创建、保障重大活动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提升队伍凝聚力，宣传先进典型，塑造无私
奉献、群众满意的和谐城管队伍形象。为城区
3100多名非在编环卫工人办理了“五险”，1700
多名环卫工人办理大额意外伤害险，解决环卫工
人后顾之忧。举办全市城管系统首届“最美城管
人”评选活动，两人荣获首届“河南省最美城管
人”称号，“焦作城管”品牌美誉度持续提升。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焦作
城管人用行动作答，给城市留下了一个个蝶变
的华丽瞬间，焦作的魅力指数，百姓的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提升，“洁、绿、亮、美、齐、畅、特”的
焦作新画卷，正慢慢呈现在世人面前……▲以环卫设施机械化，助力城市管理精细化

▶英姿飒爽的女子执法队

数字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大厅

打造亮丽惊艳的城市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