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转鸿钧，四序递迁。

2020 年，面对前所未遇的

大疫情，他们风雨同舟、众志成

城，冲锋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

投身城市保洁消杀，保障基础设

施运转，展现了城管担当；面对

“两城联创”的大战役，他们坚守

阵地、突击攻坚，奋战于创文创

卫的主战场，对照数百项考核指

标，持续发力精准施策，贡献了

城管力量；面对城市治理的大考

题，他们逆风破浪、披荆斩棘，督

导在工程项目第一线，创新完善

机制体制，强力推进项目实施，

交出了城管答卷；面对宜居城市

的大目标，他们直面挑战、迎难

而上，专注于人民群众的期盼，

破解城市发展难题，补齐民生弱

项短板，展示了城管精神。

2020年，国家“十三五”规划

完美收官，商丘市城管局“三年成

效，五年成功”的战略成功实现。

5年来，商丘市城管局胸怀

理想，脚踏实地，聚焦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切实解决市民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超常规推进市政重点项

目建设，专志于深化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作。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群众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谱

写了一曲新时代城管人不辱使

命、砥砺奋进的激昂乐章……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潘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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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丘市牢牢抓住全国

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发展机遇，作

出“建设大交通、发展大物流、形成

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决策部署，

把握大局大势、主动履职担当，把以

大交通带动大流通、以大流通促进

大发展的路子不断拓宽走畅，在商

丘市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中积极

作为，为商丘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先行引领和有力支撑。

商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枢

纽经济，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出台

枢纽经济发展规划并狠抓落实。

“十四五”期间，商丘市将紧抓交通

强国重大机遇，加快建设交通强

市，推进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通讯员 陈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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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城市“蝶变”
让幸福倍增

6月 30日，走在商丘市神火大道上，
宽阔整洁的道路两侧绿意葱茏，商都广
场上热闹非常，伴着明净碧绿的河水，散
步、跳舞的群众络绎不绝。

地净了，路通了，灯亮了，河水清
了……商丘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切都
是商丘大力推进提升城市建设的结果。

“十三五”开局之时，商丘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城建和城管的内容在每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里都占据着重要篇幅，在

“十件实事”中超过一半。社会关注、人民
期盼，城管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考验。

商丘市城管局党组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化“两学一做”，强化党风廉政建
设，扎实做好以案促改，树立选人用人导向，点燃干事创业
激情，以党的建设高质量促进城市建设管理工作高质量。

从高处着眼、从长远着眼、从全局着眼，确定了“路
畅、地净、水清、绿亮、秩序、形象”12字工作目标和“强基
础、抓项目、塑亮点、树形象、谋长远”15字工作定位，提
出了“三年成效，五年成功”的战略规划和“崇尚实干，追
求卓越”的商丘城管精神。

深入推进百城提质，全市先后共谋划项目 3037个，
总投资达 2598亿元，涵盖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及社会事
业的各个方面。仅 2020年，该局实施新建及续建市政
道路、园林绿化、河道治理等重大公共项目共 361个，总
投资约 135亿元。项目之多、投资之大、涵盖之广、参与
人员之众，前所未有，堪称一场“大战役”。

为打赢这场关乎全局的“战役”，该局实行“一把手”
挂帅，党组书记、局长付绍玉坚守“中军帐”，演兵布阵，
靠前指挥。党组成员分守各自“阵地”，分工负责，分包
项目，全力推进。同时，建立周例会、周考评、早晚督查、
重点工作专项督查督办、奖励激励、数字化城管监督考
评等 6项工作制度和责任落实、时间倒推、市区会商、联
席会议、绿色施工、企业承诺、巡回督导、严格奖惩等8项

工作机制，坚持“个性问题不过夜、共性
问题不过天”，通过“时间倒排、任务倒
逼、责任倒追”，“马上办、抓落实”，确保
工作目标如期推进。

如今，该局的环卫作业模式上升为河
南标准，六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渣土管理
成为全国品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成为
全国试点，生活垃圾处理迈入全省前列，垃
圾发电项目顺利投产，垃圾分类成为新时
尚。百城提质实现双赢，老旧小区旧貌换
新颜，城市秩序有效改观，创文创卫首创成
功，商丘实现了完美“蝶变”。

用“绣花精神”
打造品质城市

商丘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和多年来想解决
而未解决的难题。这些不可回避的问
题，成了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一个个
难啃的“硬骨头”。

为啃下这些“硬骨头”，商丘市城管
局按照“抓项目、抓管理、抓四率、抓提
升、抓形象”总体工作思路，充分发扬城
管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精神，用活城建周例会平台，成
功破解机制和资金两大难题，项目建设
快速推进，一大批市政工程相继建成。

5年来，中心城区实施了200多条道
路新建改造任务，总投资约 200 亿元。
2020年市级实施72条，开工52条。8个
涉铁立交项目如期推进。截至目前，中
心城区主次干道从201条扩到343条，道
路网密度从 4.36 公里/平方公里到 6.86
公里/平方公里，人均道路面积从 16.78
平方米到26.38平方米，路网结构逐步完
善。环卫部门积极推行“公厕革命”，一
座座设计新颖、功能齐全的环保公厕亮
相街头，让“方便”更方便。

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工作
目标，积极实施清淤疏浚、截污纳管、中水
回用等河道治理九大工程，推进城区 10
条河道带状公园建设，水清河畅的生态水
系正在形成。为确保河道水质持续向好，
中心城区共建成7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能力从24.5万吨/日到56.5万吨/日。

“推窗见绿、移步有景”是商丘市民
多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中心城区
投资约 20亿元，实施园林绿化项目 147
个，相继建成汉梁文化公园、华夏游乐园
和街头绿地等一批大型、小型公园。积
极实施市花月季推广工程，道路绿化造
型优美、亮丽夺目，基本实现了由园林到
园艺的转变，成功打造了“十分钟便民生
活圈”，做到了“300 米见绿、500 米见
园”，编绘出了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城
市 画 卷 。 目 前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2.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2平方米。

水、气、暖项目是最贴近群众的民生
工程，也是城市内涵的直接体现，更是最
难啃的“硬骨头”。5年来，实施水气暖项
目近400个，完成投资20多亿元，水气暖
公共服务保障大幅提升。引水入商工程
进展顺利，路河水厂开工建设。新建改造
供热管网42公里，供热覆盖面积达1900

万平方米，供热面积实现了三年“连级跳”，让人民群众确
确实实暖在了心里。

围绕“痛”点，商丘市城管局坚持用“绣花精神”，深入
开展“洗城行动”，严格落实“十净五无”和“双十”标准，积
极探索道路清扫保洁十项作业模式和十项保洁制度。同
时，对老旧小区实施“四网合一”改造，推行“五全九有”标
准，让老旧小区的“面子”更加靓丽，“里子”更具内涵。目
前已改造完成430个老旧小区，4万余户居民受益。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丘市数字城管指挥中心由数字
城管向智慧城管升级。建成区信息采集覆盖率达98%以
上，累计受理案件140万件，结案123万件。同时，积极探
索推广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大城管”格局逐步形成。

时光不恋过往，大江只会奔腾。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之年，更是商丘市城管局“城市内涵提
升、城市管理精致”之年。该局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统筹协调、均衡布
局、系统谋划、补优补强”的原则，坚持“路畅、地净、水
清、人本、生态、精美”的总基调，统筹做好市政建设、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努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文
明之城、文化之城、生态之城、精美之城。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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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从蓝图变为现实

商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承东
启西，连南贯北，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
网络的重要枢纽，是“一带一路”重要物流
节点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全
国 66个区域流通节点城市，具有打造国
内大循环重要支点的天然区位优势，拥有
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具备
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有利条件。

2016年 9月，郑徐高铁通车运营，商
丘进入高铁时代。短短4年多时间，商丘
市铁路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合杭
高铁通车运营，京雄商高铁开工在即，高速
铁路网正在全面铺开，与陇海铁路、京九铁
路等形成“双十字”交叉格局，仅次于郑州
的全省第二个铁路枢纽正在形成，现代综
合交通枢纽正在从蓝图擘画变为现实。

为进一步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提
升商丘在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中的战略地
位，商丘着力打造了商合杭高铁与京九铁
路、商济客运专线、郑商城际铁路的交会枢
纽站——商丘东站。2019年，商丘东站启
动运营，自此，京津与珠三角北上南下的高
铁与商丘高铁站的动车组“南北呼应”。

如今，从商丘出发，半日可达的城市已
有20多个，分布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
安徽、江苏等11个省市，最快的不到1小时。

公路方面，高速公路通车7条 520公
里，形成“四横三纵”网络格局。干线公路
通车里程1727公里，其中一级公路241.5
公里；“三环九放射”市域快速通道构建中
心城区与周边县区40至60分钟不收费交
通经济圈，使沿线500万人受益。农村公
路总里程突破2万公里，公路密度居全省
第一位。商丘在全省率先实现公交车辆全
部电动化，纯电动公交车辆达2153台。永
城、睢县、民权、虞城、柘城先后被批复为全
省绿色交通试点县，交通运输走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内河航运方面，新增沱浍河四级航道85公里，沱浍河航
运二期工程、涡河及惠济河航运项目前期工作扎实推进，豫
东地区通往华东及长三角地区的水上运输通道正在打通。

航空方面，民权通用机场的开工，实现了民用航空“零”的
突破。目前，主体工程已完成，即将实现首飞；商丘机场项目完
成可批复的一系列前置要件；永城机场已立项，近期开工建设。

“交通优势是商丘最大的优势，也是商丘近年来蓄积
的最雄厚的势能。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商丘市是规划建设的国家80个交通枢纽
城市之一，具备发展枢纽经济的显著优势。”商丘市交通运
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爱民说，商丘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
不仅在交通发展史上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使世界
在变“小”，商丘在变“大”，更为商丘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先行引领和有力支撑。

厚植“货畅其流”的
枢纽经济

商丘市被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确立为商贸

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商丘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是河南

省三大物流产业集聚区之一，汇聚了商丘
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中原佳海国际商贸
城、传化公路港等一大批商贸物流企业。

6月26日，在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
区内的商丘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仓
储物流区，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车、配
送，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之所以选择落地商丘，看重的
是交通枢纽优势。”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卢
正钟说，依靠商丘的区位交通优势，该公
司干线直达线路 27 条，中转线路辐射
110 条，分拨中心路港驿站已开通线路
12条，吞吐量日均200吨，已经形成商丘
区域物流企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商丘市以建设
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为抓手，形成以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群区为核心，服务区
域、辐射全国的高效率、低成本的“枢纽+通
道+网络”的物流服务体系，促进商丘城市
枢纽功能和产业集聚辐射能级提升。全市
注册登记的物流企业达3265家，快递企业
拥有品牌20个，物流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
超过13万人；2020年全市现代物流业完
成增加值303.45亿元，全市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在全省排名均在第 2
位，在全国50强城市排名第48位。

下一步，商丘市将加快枢纽经济发展，
把发展物流业作为发展枢纽经济的重点，
加快发展以公铁物流为重点的综合交通多
式联运，努力把商丘打造成为豫鲁苏皖四
省接合部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物品集散
分拨中心、物流信息中心、交易结算中心，
打造出一个优势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的特
色物流集群。加快交通、物流融合发展，推
动铁路、公路与沿海港口功能对接，让国内
外的客货源更多地在商丘实现集疏。

打造“通江达海”的
交通枢纽

商丘市紧紧围绕推进商丘交通强市
建设、叫响“殷商之源、通达商丘”品牌，
科学谋划商丘综合交通发展。

“十四五”期间，商丘市聚焦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计划总投资
1618亿元全面建设交通强市，为商丘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好先行。

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00余公里，
呈现“六纵六横”结构，强化商丘市外联内
畅的保障能力。形成以商丘中心城区为
核心，以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为主干，普
通铁路为补充的“米字形”铁路枢纽。新
建京雄商高铁商丘段、兰考至菏泽城际铁
路商丘段、商丘至周口至济宁城际铁路、
商丘至永城至淮北（宿州）城际铁路，配合
推进三洋铁路建设。推进商丘南站改扩
建及配套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商丘铁路物
流基地、高铁货运物流园区（包括核心区
和动车运用所）、铁路专用线的规划建设。

打造“1+2”规划格局（商丘机场+民
权通用机场、永城通用机场）。建设商丘

机场航站楼、跑道等主体工程，同步推进 40平方公里航
空港经济区规划。3个机场“十四五”期间投入运营。

按照“一干一支”构建市域内河航道骨架体系，新建
沱浍河通航及码头工程、惠济河通惠河至豫皖界航运工
程、涡河通许至马厂段航运工程，新增四级以上中高等级
航道170余公里，完善通往长三角地区的便捷水运通道。

依托机场、高铁站等重要基础设施，结合各县（区）
产业发展布局，打造航空、铁路、公路多式联运客运、货
运枢纽体系。新建商丘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商丘机场
客货运综合枢纽等场站项目 6个；新建商丘国际陆港多
式联运集疏中心、豫东石油多式联运分拨物流园等多式
联运项目5个；新建G343夏邑综合管养服务中心、S207
柘城北环综合管养服务中心等综合管养服务中心13个。

到“十四五”末，依托陆上通道、内河航道和空中走
廊，形成以商丘为中心、辐射周边县半小时一级公路交
通圈，辐射豫鲁苏皖四省1小时高速铁路交通圈、2小时
高速公路交通圈，连接国内主要城市2小时航空交通圈。

“得枢纽者得天下”。如今，商丘正在奋力谱写交通
强市建设新篇章，打造以“大通道、大网络、大枢纽、大物
流”为特征的陆海空对接、多式联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
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