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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城的天更蓝!水更清
郑州劲吹" 低碳#风 城考工作连续$%年稳居全省首位

漫步郑州街头$越来越多的人能感觉到$天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夜
越来越静$空气越来越清新%

这份变化$来自于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郑州#的正确思路$来自于环保卫士打响污染减排的持久战$来自于越来
越多被唤醒环保意识的民众的低碳生活&&

郑州$在迎来碧水蓝天的同时$也迎来了城考工作连续
$%

年稳居全省
首位的佳绩$迎来了" 中国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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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城市#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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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晚$东风渠畔$碧波荡漾$树影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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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了$郑州市民翟大妈仍在这里乘凉%" 空气好$

待外面舒服% #

郑州的天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空气越来越
清新$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感受%

先来看看郑州今年上半年的环保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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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截至目前$郑州已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
$

个!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
$

个!国家级生态文明
村
$

个!省级环境优美小城镇
$$

个!省级生态文明村
)'

个!市级生态文明村
$$"

个% 郑州城考工作已连续
$%

年稳居全省首位$节能减排工作荣获" 中国节能
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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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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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蓝天碧水的背后$离不开郑州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抉择%

郑州是省会$郑州的选择$在全省整个经济发
展格局中至关重要%

作为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高投入! 高能
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郑州曾长期存在% 作为
中原城市群领跑者$ 历史给了郑州的发展良好的机
遇% 然而要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认
识到郑州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在这诸多问题中$环境问题尤为突出% 面对严
峻的形势$郑州市委!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
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今后发展的代价就会越来
越大%

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选择很明确'经济发展与
环保不是对立面% 所以$提出了" 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郑州#的总体思路$坚持把生态建设与经济
建设统筹决策!同步实施!同步推进$力求以生态
环境建设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以环境质量改善促
进经济快速发展$ 以经济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有
力支撑%

具体来讲$ 就是牢固树立以环境保护优化经
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紧紧抓住以创建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为载体! 建设生态型城市这条主
线$ 突出污染减排和重点流域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这两个重点$克难攻坚$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全面
推进$努力实现环境保护" 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
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
重$ 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同步$ 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
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解决环境问题%

这蓝天碧水的背后$离不开环保战线
上卫士们的执著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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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郑州市环保局向社会公布
了
&,$"

年第一批环境违法企业名单$巩义
市米河宏达白水泥厂等

$&

家环境违法问
题突出的企业榜上有名%对列入" 黑名单#

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

月调度!季督察!半年述评!年终考核
和" 一票否决#!" 行政问责#制度$只是郑
州打响环保这场战役的科学发展持久战%

目前$按照(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小火电机组关停工作的实施意见) $郑
州环保部门积极开展电厂资源整合和电
厂脱硫$ 被列入关停名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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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燃煤机组已基本关停到位% 并关
闭!淘汰污染严重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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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 初步估算$上半年全市新增
./0

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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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新增二氧化硫减排
量
($)$-

吨% 这些行动$是郑州环保战役的
治理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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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郑州环保投资达到上
百亿元$环保投资指数始终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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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于中西部其他城市%目前$城区已逐
步形成了以王新庄!五龙口!马头岗和陈
三桥四大污水处理厂为主的城市污水收
集系统$不仅县县建有污水处理厂$而且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乡镇污水处理厂$初步
形成了市!县!乡三级污水处理格局%

市政府还投入
*1-

亿元$建成了垃圾综
合处理场!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医疗废物处
置中心各一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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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全市共安装污染源监控设备
$+-

台* 套+ $使占城区污染负荷
+"2

以上
的大型污染源处于监控范围之内$有效提
高了全市的环境监控水平% 这些$都是环
保战役的工程项目阵地战%

&& &&

通过环境综合整治$ 郑州已扭转了
" 高耗能!高污染!规模小!层次低#的发展
方式$逐渐步入" 低耗能!低排放!上规模!

产品精#的良性发展轨道%同时$也促进了
全市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为实现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ABCDEFGHI=JK@

说起上面的" 战役#$您可能觉得离自己很
远$而下面的行动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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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 环保部门累计年检机动车
&(1&-

万辆次$ 查处尾气排放超标车
&(+""

辆$尾
气排放达标率为

-+1'2

-查处冒蓝!黑烟车
$&"""

辆$治理
$$"""

辆$治理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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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环保部门对辖区内
&-

个
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了专项治理$ 截至目前$共
关闭

)(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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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环保部门调查建筑工地
((%

家$ 查处违法施工单位和工业企业噪声污
染企业

$+

家$处罚金额
%"

万元%

同时$郑州还筛选出
($

家高能耗!高污染
和限期治理或污染减排任务未完成的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已通过了国家评审$上街
区生态工业园区正在加快生态补链项目建设$

高新区生态工业园区正在加快编制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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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蓝天碧水的背后$也离不开公众的积极
参与%

呼唤每个公民加入环保的队伍$一直是郑
州市环保局坚持的一个目标%

%

月
$-

日$郑州市环保局专门请" 中国科学
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和" 绿色北京绿色行
动宣讲团#成员李皓博士做客" 商都讲坛#$作
( 居家!办公与城市环境的低碳管理)报告%

(

月
&'

日$ 郑州的二七塔等标志性建筑和
$&

万盏景观灯$与全球同步熄灯一小时$受到
了活动发起者世界自然基金的肯定% 而郑州环
保局正是郑州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国民经济健康可
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保护环境绝不只是政府部
门的职责$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仅近期$郑州就先后开展了以" 低碳减排.
绿色生活# 为主题的六.五宣传月!( 河南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有奖竞答!河南省" 节能减排!保
护环境#邮票首发仪式!省会环境大接访和绿色
出行等活动% 并将环境违法行为在媒体和报纸
上公开曝光$接受社会监督% 与市内五区联动$

多次走进社区!企业和学校等场所$设置大型环
保公益广告$采取环保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和环
保征文大赛!环保小卫士评选等形式$对环保知
识和法律进行宣传$ 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
环保的积极性% 按照" 集小胜为大胜#的思路$将
环保宣传的触角延伸到街道!社区$乃至家庭$

实施了十大绿色系列创建" 细胞工程#%

人人参与节能减排!保护生存环境!建设
生态文明的新风尚$正在郑州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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