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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标是一

座城市最具标志性

的建筑或景观，展

示着一座城市的经

济状况和丰厚的人

文内涵，也是一座

城市的“脸面”和标

识。在自然风光绮

丽、人文底蕴深厚、

发展动能澎湃的鹤

城大地，一个又一

个地标性景观和建

筑次第绽放，见证

着这座城市日新月

异的变化。③4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晨光熹微，朝霞映水，成群的水鸟
在淇河里嬉戏；沿岸公园内，不时可见
三三两两的市民，或慢跑骑行，或驻足
拍照……立秋时节，漫步于淇河（鹤壁
段）沿岸，一幅人水和谐的生态美景浮
现在眼前。

淇河是鹤壁的母亲河，作为一条写
在《诗经》里的壮美河流，其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见证了鹤壁文明的发
展。监测显示，淇河水质常年保持国家
二类以上标准，是我国华北地区少有、
海河流域唯一未受污染的河流，一直是
鹤壁乃至全省的骄傲。

淇水汤汤，何以清流至今？背后是
多年来鹤壁市持续科学治河、依法治
河，实施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并举的努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鹤壁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淇
河生态保护工作，“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淇河，决不能让母亲河受到伤害”已
成为鹤壁人的共识。

为确保淇河长治久安，鹤壁市坚持

保护第一、合理利用、造福人民、一体化
推进，全面落实《鹤壁市淇河保护条
例》，持续做好“水、景、文、绿、管、用”六
篇文章，保持水质全省领先位次，推进
全流域造林绿化，高标准建设沿河生态
景观，完善智慧淇河管理系统，叫响“诗
经淇河、生态鹤壁”品牌。目前，淇河年
均流量达到16.96立方米/秒，年均天然
径流量5.35亿立方米。

此外，为了再现《诗经》中“淇水汤
汤，渐车帷裳”“淇水滺滺，桧楫松舟”之
壮美景色，鹤壁市结合淇河生态修复工
程建设，高质量打造沿淇十园，形成了
集淇河诗文化、淇河风情、鹤壁人文、朝
歌文化于一体的带状文化主题公园，实
现了历史水脉文化的传承发扬，使之成
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今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
首批 18个美丽河湖优秀（提名）案例，
淇河（鹤壁段）作为河南唯一获此殊
荣的河流，入选美丽河湖提名。如今
的淇河，草木葱茏、水清如玉、鱼翔浅
底、百鸟争鸣，已成为生物多样性的
天然宝库、沿岸百姓共保共享的幸福
河。③4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鹤壁市区有座桃园公园，独特之处在
于它是一座海绵公园。

8月 12日，记者走进桃园公园，蜿蜒
的人工湖清澈如镜，岸上乔灌木错落有
致，植草沟绿草茵茵，雨水花园多种草本
花卉竞相绽放，可吸水的红色健身步道将
儿童游乐区、健身区、观景平台等区域串
联。作为我省首个以海绵城市标准建设
的城市公园，桃园公园每天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休闲游玩。

2015年 4月，财政部公布全国首批16
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名单，鹤壁市脱
颖而出，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建设试点的省
辖市，试点区域面积达29.8平方公里，桃园
公园遂被列入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

在充分尊重场地现状的基础上，鹤壁
市将海绵设施融入公园整体景观设计，通

过合理的雨水组织，实现了雨水控制与利
用等要求，也实现了海绵功能与城市景观
的有机融合，使之成为老百姓休闲娱乐的
理想场所。

“作为鹤壁市的海绵城市示范工程，桃
园公园的道路、绿地、建筑充分融入了‘海
绵’元素，可将雨水收集起来，作为卫生间、
绿化等用水。”桃园公园有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公园里多处规划设计共同发挥作用，
即便降雨量达到最强，旱溪、雨水花园、植草
沟、蓄水池、人工湖等“海绵体”也可消解全
园80%以上的降雨量。

据悉，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鹤壁市将试点区选择在主城区，
并涵盖淇河、天赉渠等历史水脉，目前已完
成6大类273个项目和3个配套能力项目，
实际完成投资34.11亿元，同时编制了《鹤
壁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导则》等8部标
准规范，为河南省乃至全国海绵城市建设积
累了经验。③4

生态淇河向好向优 海绵城市造福民生

淇水之滨 竞逐风流

科创新城全面起势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春赏樱花、夏品诗歌、秋览文博、
冬游民俗……作为中原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之一，鹤壁的文化烙
印深刻而厚重。近年来，鹤

壁文化产业、文化旅游
和文化风貌呈现可

喜发展态势，精品
节会已成为城

市 的 亮 丽
名片。

创办于 2015年的中国（鹤壁）樱花文
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八届，成为我省著名
花会之一。全长 4公里的华夏南路是鹤
壁市标志性景观大道，种植樱花 2.2万余
株，每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32米宽的
中央绿化带层层“樱云”绵延数里，是樱花
文化节的“颜值担当”，被中国樱花产业协
会授予“中国最美樱花大道”称号。

一步一树樱，一步一处景。樱花大道
的美从不单调、不突兀，随处可见的景观
节点，与周围建筑相映成趣，每一处都是
诗情画意、文化底蕴丰厚的打卡地。从空
中俯瞰，盛开的樱花与城市民居勾勒出一
幅“中国式浪漫”的生活图景，美不胜收，
每年引得数十万名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近年来，樱花文化节在往届传统形式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利用 5G技术、3D手

段开启“云赏樱”模式。在第八届樱花
文化节期间，全网线上赏樱累计超

过 5.39亿人次，“中国最美樱花
大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

因此得以进一步提升，成
为鹤壁市的一张特色

旅游名片。③4

樱花大道魅力无限

樱花大道

淇河风光。⑨6 管俊卿 摄

科创新城

桃园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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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位于科创
新城的鹤壁 360“数
字城市安全大脑”项
目。⑨6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图 ② 桃 园 公
园。⑨6 吴鹏飞 摄

图 ③ 樱 花 大
道。⑨6 管俊卿 摄□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高耸的塔吊挥动长臂，工程车辆
来往穿梭，工人们紧张有序地作业，一
座座重点项目拔地而起……瞄准国家
一流科研成果孵化转化地、新兴产业
策源地、高端人才集聚地和新城市社
区展示地，鹤壁科创新城正以“肉眼可
见”的速度拔节生长。

2019 年 4 月，全省首个 5G 产业
园——鹤壁 5G产业园开园，标志着鹤
壁科创新城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作
为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也曾
因煤而“困”的老工业基地，鹤壁正在
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重生”，在以创
新驱动为引领的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
上，鹤壁科创新城的诞生无疑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

竞逐数字经济新赛道，鹤壁市按
照创新驱动、产城融合的理念，高标准
规划建设了鹤壁科创新城，探索“研究
院+公司+园区”赋能产业模式，大力
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前瞻布局区块链、元宇宙等未来产业，
打造鹤壁科技创新新高地、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
作为鹤壁市当前及未来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尚在建
设中的鹤壁科创新城承载着最新梦
想。在总面积 5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区块链
等信息技术产业加速集聚，数字经济
实现了从无到有，总投资 184 亿元的
35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全
面铺开。

目前，这里已引进京东、华为、360、
航天宏图等头部企业29家，汇集519家
数字经济上下游企业，总投资352亿元
的45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项目加快建
设，已入驻高新技术企业24家、科技
研发机构57家、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105家。今年上半年，鹤
壁科创新城实现工业产值
163.5 亿元，完成数字经
济交易额 61.1 亿元，
高质量发展城市创
新引领区雏形
初显。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