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市 60 余载，河南焦作市从资源带
动到旅游经济后发崛起，城市建设注定
要更上层楼。但城市化急剧发展，问题
也随之而来——“垃圾围城”、“堆料围
城”、“冶炼（土小）围城”、“废品围城”、

“涂装围城”，“五个围城”破坏生态、影响
生活，制约着城市的进一步转型发展。

城市建设要面子更要里子，如何拔
掉百姓的“心头刺”，考验着执政者的智
慧和勇气。

史上最大规模治污大会战

“哪有卫生可言！我们家门口以前
就是一个小型的垃圾堆，夏天的时候，异
味很大，而且把路都堵了。”家住焦作市
马村区亿祥美郡的王书珍抱怨，小区东
侧被两层楼高的垃圾堆占道，已有 4 年
之久。

城市垃圾难处理，日复一日堆成山，
蚊蝇乱飞，污水横流；建筑材料随意堆
放，有些甚至直接被扔到河道中；污染严
重的“土小”企业在城边肆意“开花”，废
品回收站大多露天堆放垃圾，车辆一过，
尘土飞扬。

面对形势严峻的“污染围城”，焦作
市委、市政府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拉开
了焦作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污染围
城”集中整治工作，横下一条心，要还百
姓一个清洁家园。焦作市委书记王小
平、市长徐衣显在一线指挥，5 城区把环
境集中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区委常委
分包街道办事处、县级干部分包路段、街
道办事处和牵头部门协调配合，合力攻
坚。为保证落实，各级各部门建台账，摸
底数，挂图作战；定计划，定节点，有序推
进。为加强督导效果，焦作市政府拿出
500 万元以奖代补，建立 5 个督导组，全
方位、不间断督导，每周一召开通报会。
整治高峰期，3000 多人和 300 多台整治
车辆同时在道路上穿梭。

清洁家园市民也出力

“垃圾如果不清扫，叫他媳妇都难
找。谁家门前有臭味，叫他一辈子打光
棍。卫生搞得棒棒的，心情也会爽爽
的。村庄干净又卫生，大人小孩都高兴、
都高兴！”连日来，一到晚上 7 点半，焦作
马村区“污染围城”攻坚战文艺宣传队到
农村、社区的巡演就拉开帷幕，自编自演
的快板书让现场数百名观众捧腹大笑。

编排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豫剧下
乡巡演；组建整治微信群提高工作效率；
开展“小手拉大手”主题活动助力攻坚
⋯⋯伴随着深入而广泛的群众动员，每
村、每社区、每家、每户都掀起了整治污
染的热潮。

如何在“污染围城”攻坚战中占据主
动，常态长效？焦作市选择了广泛发动
群众，让全体市民都参与进来。

“区、街道、社区的干部都在行动，咱
们老百姓也要出把力，建好我们的新家
园。”焦作冯营街道东苑社区居民张宪光
说。道路旁许多商家自行拆除门前的私
搭乱建建筑物；东苑社区近 100 名群众
自发组建 5 支攻坚志愿队，和街道干部
一起参与整治行动，短短几日，社区面貌
就焕然一新。

治顽疾双管齐下

焦作市北临太行山脉，矿产资源丰
富，冶炼类企业遍地开花，参差不齐。“无
证、无照、无税的小作坊占冶炼类企业的
三分之二以上，不仅数量多，而且生命力

‘顽强’，管理难度极大。”焦作市城市管
理局负责人透露，“土小”企业的治理是
整个“污染围城”攻坚战中的最大顽疾。

在焦作山阳区庙问村旁，山坡上鲜
有植被，大片深褐色的山体裸露在外，只
盖了一层薄霜。“我们这里‘土小’企业多
得 很 ，大 家 只 顾 赚 钱 ，谁 还 管 青 山 绿
水？”庙问村副村长李保拴说道，取缔“土
小”企业肯定有抵触情绪，这只能靠干部
多做说服工作。

如今，原散布于焦作城乡接合部的
冶炼“土小”企业被全部取缔，拆除了设
备、厂房，有的成为观光农业用地，有的
变身为废品回收等环保企业。生活垃圾
回收了，卖场堆料清理了，污染作坊关门
了，喷漆作业环保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
让群众竖起了大拇指。更为可喜的是，
为整治“污染围城”，焦作市加大对环保
产业的扶持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
空间。

位于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焦
作伟太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以
建筑垃圾为原料的制砖企业。该企业刚
刚引入一条 8000 万元的德国自动化生
产线后，又追加投资 5000 万元，形成年

消化建筑垃圾 170 万吨的生产能力，可
处理焦作市一年新增建筑垃圾的 85%。

“好垃圾”能变废为宝

据统计，焦作开展“污染围城”整治
工作以来，清运平整垃圾 656 处，共 338
万立方米；腾出土地 5552 亩，用于规划
建设游园 48 处，商业开发、旅游休闲等
27处，道路工程、项目建设等 58处。

破解“垃圾围城”，显然不仅要清运
平整，如何处理垃圾才是重头戏，为了实
现资源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焦作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巧用再生资源，摸索了一
条垃圾资源处理的有效路径。

“俺从居民家里收购来的废品直接
运到这里分拣，避免中转存放，污染环
境。”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再生资
源回收中心内，干了 30 多年垃圾回收的
人凤午骑着一辆装满垃圾的三轮车进入
废品分拣场。这样的废品，他一天能收
近百斤，全部送来分拣。

2016 年 9 月初起，示范区内的 53 个
废品收购点陆续被这座大型再生资源回
收中心取代。8700 平方米的大型仓库
内，纸品、玻璃、金属、塑料、橡胶、家具六
大类分区存放废品，各类废品摆放整齐，
一改往常小型废品回收点的脏乱差。

仓库内，7 名工人正将塑料瓶压扁，
装进高 1 米 5 的尼龙袋。这片垃圾分类
区的负责人老崔曾有一个露天的垃圾回
收站，如今所有收购点商户集中进场，实
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实现了废品回
收、分拣、加工、储存一体化。“这些瓶子
以前直接扔进垃圾粉碎机粉碎了，会产
生不少扬尘。现在可以被运到安徽和江
苏做衣服，收益也更多了。”

“我们力争将该中心建成标准化、规
范化、规模化示范基地，成为行业的标
杆。”再生资源回收中心经理王攀文认
为，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方式仍然比较
粗放，他提议建立完善的社区垃圾回收
点，以减少垃圾处理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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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垃圾围城为代表的污染围城，可

以说是当今世界城市面临的重要管理问

题之一。曾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三

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各种垃圾包围，全

国 城 市 垃 圾 堆 存 累 计 侵 占 土 地 75 万

亩。垃圾围城的种种景象在书籍中、纪

录片里都让人们对此触目惊心、深有体

会。

宜居，是我们对居住城市的期许。

干净整洁恐怕是宜居这一目标中最基础

的要求了。为了这个最基本的目标，治

理垃圾围城刻不容缓。从河南焦作市的

这场针对污染围城的集中整治会战中，

能够感受到从政府到市民全力以赴合力

攻坚的决心，效果也非常明显。通过 4

个多月的攻坚战，可以说给破解这座城

市的污染问题开了个好头。毕竟，万事

开头难。

不过，笔者认为，垃圾围城问题，

仅仅靠短暂的集中整治并不能真正解

决，这场攻坚战要持续地打下去，不能

变成“一阵风工程”。如何将集中整治

的效果巩固下来，把整治中的好办法好

经验用制度的形式延续下去，让会战时

积极参与的市民把好习惯变成日常的行

为准则，从理念上转变对城市垃圾的认

识，这些都需要后续跟进。

同时，正如文章中所说，垃圾处

理是解决难题的关键，焦作的治理也

才刚刚起步。垃圾最终要怎样无害化

处理；垃圾到底堆放在哪里才合适；

垃圾资源再处理再利用如何形成更为

系统化的运营模式；如何从源头上减

少有害垃圾的产生等等，有关破解垃

圾围城的难题还有很多，这场战役需

要永不落幕。

让战役永不落幕
王雅静

“建设青岛蓝谷等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使蓝谷成为以海洋为主要特色的国
家高科技研发及高技术产业重要集聚区，
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对蓝谷的设
定。为了吸引高科技人才及企业落户，青
岛蓝谷不仅不断改善研发环境，还逐步完
善城市各项功能，加速建设现代化的海洋
科技新城。

多举措搭建引智平台

2016年9月，地处蓝谷的山东大学青
岛校区迎来首批千余名新生，为蓝谷发展
掀开了历史性的篇章，山大的平台效应很
快显现。10月，山大与德国亥姆霍兹国家
研究中心共建的德国学院在蓝谷揭牌，引
进了包括生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哈拉尔
德·楚尔·豪森在内的12位外籍专家。

如今，国家深海基地、海洋科学与技
术国家实验室、国家海洋设备质检中心、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蓝谷研究院
等 17 个国家级海洋科研平台成立，山东
大学青岛校区、哈工大青岛科技园、天津

大学海洋工程研究院等 18 所高校在蓝谷
设立校区或研究院。

“蓝谷的引智目标相当明确，引进的
高校院所要么具有明显的涉海学科优势，
要么在传统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优势，并
且正在将这种优势向海洋领域拓展。”青
岛蓝谷管理局招商促进处处长程谋松介
绍。据了解，2016 年，蓝谷先后成功举办
或承办了 2016 中国（青岛）国际海洋科技
展览会、2016 年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论
坛、首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年度大展等活
动，新签约引进高等院校设立校区或研究
院 6 个，新引进“中字头”、“国字号”重大
科研平台 3 个，新签约引进各类科技型企
业 40余个、累计达到 250余个。

以优势产业吸引人才

“国字号”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
研发中心都是蓝谷引进、培养人才的载
体。2016 年以来，蓝谷支持海洋科学与
技术国家实验室启动实施“鳌山人才”培
养和引进计划，面向全球汇聚海洋领域高

端人才。中国海洋人才市场蓝谷分部、中
国海洋人才创业中心蓝谷基地挂牌运营。

仅青岛罗博飞海洋技术有限公司一
家，就引进了中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之
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精密机械和
微钠机械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立鼎，
计算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钟万勰等
三个院士团队入驻。

“以产业优势吸引‘最强大脑’，构建
精英人才‘朋友圈’，不仅为蓝谷补充了智
力资源，更形成人才落户的集聚品牌。”蓝
谷管理局党群与人力资源处处长郑雷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蓝谷培育园区企
业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2 个、专家工作站
4个，海智工作站 2个，企业国际联合实验
室 1 个，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
个，引进全职与柔性人才累计 3500余人，
其中两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长江学者
等高层次人才 300余人，海外人才 52人。

配套设施完善城市功能

“在城市建设上全面对标新加坡”，蓝

谷明确了建设方向。
各项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13 条

市政道路正式竣工通车、6 条道路具备通
车条件，蓝谷城际轨道交通基本实现全线
贯通。完成温泉河、新民河、南泊河、尼姑
山河等河道景观整治和滨海公园一期工
程，实施滨海公园二期和滨海公路拓宽改
造工程，大幅提升蓝谷生态品质。

教育、商业、娱乐、休闲、健身等众多
项目建设提速或竣工。推进青岛第 19 中
学、山东大学实验小学及实验幼儿园尽快
投入使用，引进青岛二中、嘉峪关小学、市
南区实验幼儿园在蓝谷设立分校或联合
办学，引进德国卡普蒂姆文理中学和德国
艾瑞集团共同建设德国中学，启动华中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美国西部教育联盟美国
中学青岛分校等学校建设。蓝谷 BC 书
店已开门迎客，引进中联国际 IMAX 电影
院线、英派斯健身俱乐部等项目。

随着设施齐全、功能多样的配套工
程相继完工，蓝谷的城市功能将日趋完
善。如今的蓝谷，正迈向宜家宜业的宜
居之城。

从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到海洋科技新城——

青岛蓝谷为科研人才建设宜居之城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周 洋

随着城市化的急剧发展，河南

焦作面临污染物的“五个围城”困

扰。为此，焦作的执政者打响了史

上最大规模的治污大会战，在社会

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下，摸索出

一条资源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治

污有效路径。

总人口 63 万的河北省
辛集市，是河北省首批确定
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

“十三五”期间，河北省政府
给辛集的发展定位是京津冀
城市群特色功能节点城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辛集市
特别注重强化基础、产业、商
贸三大支撑体系，力求让城
市人口聚集和产业发展齐头
并进。

基础设施是节点城市建
设的承载平台，必须得到有
效完善。在丰富城市内涵、
提升城市品位上下功夫，真
正做好产业、生态、生活三个
空间布局，努力建设特色鲜
明、功能完善的高品质中等
城市。辛集城区不仅投入
1.75亿元构建起“七纵八横”
的 路 网 格 局 ，另 外 还 投 资
6054 万元，整修了 15 条小
街小巷。同时，以创建国家
级园林城市为契机，加快推
进 总 投 资 5.66 亿 元 的“ 绿
城”建设，新建 7 个绿地公
园、22 个城市游园，新增绿
地面积 4790 亩。其中正在
建设的学府公园占地面积就
达 10.05 公顷，使城市绿色
生态屏障基本建立。另外，
目前规划总占地 1400 多亩
的石济高铁客运专线辛集
站，地方长途客运、城市公
交、城乡客运为一体的客运枢纽中心，及规划面积 8.8 平
方公里的“高铁新城”也正在加紧建设。

产业支撑是节点城市建设的经济支撑。辛集按照传
统产业绿色化、新兴产业高端化的思路，突出实施“高点
引进、创新驱动、科技兴企”等重点工程。目前，依托腾跃
公司，以中国铁道科学院为技术支撑，着力打造全国最大
的高铁电气化配件生产基地；依托申科电子公司，以华北
电力大学为技术支撑，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精密互感器
生产基地；依托金士顿轴承公司，以中科院为技术支撑，
着力打造我国首家空气轴承生产研发基地等项目正在全
面推进。

商贸支撑是积聚产业、集聚人口的重要媒介。辛集
市投资 168 亿元建设了国际皮革城“一城十中心”项目，
使辛集吸引、承接北京大红门、雅宝路两个大型市场外迁
入驻，让辛集皮革走向世界。同时，积极发展总部经济、
楼宇经济、网络经济、会展经济、金融经济，不断提高城市
的产业承载力和要素聚合力。目前，辛集市已经成为全
国最大的羊皮服装生产基地和亚洲最大的羊皮制革
基地。

河北辛集探寻城市建设路径

—
—

京津冀节点城市怎么建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马

健

江苏南京一名车主在长深高速江宁服务区为电动汽

车充电。

江苏南京现有电动汽车充电站 68 座，主城区已基本

建成“3 公里充电圈”。2017 年，南京规划新建 4 座高速公

路服务区充电站、32 座城市充电站，并对 2 座高速公路服

务区充电站进行扩建，努力打造主城区“2 公里充电

圈”。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南京打造主城区“2 公里充电 圈 ”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吴鹏报道：开年以来，
农行甘肃分行大力推广“农民安家贷”产品，不断满足农
民进城购房的消费需求。

甘肃分行组织人员进村落、进厂矿、进企业，向进城
务工者大力宣传“农民安家贷”产品，在此基础上，该行
与甘肃省住建厅联合下发《做好支持农民进城购房信贷
工作》文件，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安家贷”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截至 1 月 31 日，农行甘肃分行累计发放“农民安
家贷”4015 笔，金额达到 10.66 亿元。同时，甘肃分行加
大对专业市场服务力度，重点支持了一批优质中小客户
和个人客户群体，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房抵贷、“网捷
贷”和随薪贷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农民安家贷”助农民进城购房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建设保障性住房
是圆诸多困难群众“住房梦”的重要途径。2016 年，广西
南宁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近 18000户居民实现住有所居。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南宁市基本建成各类
保障性住房 23676 套，完成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 12000
套的 197.30%；分配入住各类保障性住房 17980 套，完成
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 10000 套的 179.8%。为确保按时
完成自治区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该市住房局将
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并与市属部门、县（区）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及项目业主签订年度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
2016 年将保障房项目配套的 18 条市政道路的建设任务
全部纳入有关单位的责任状，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
指标。同时，该市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市领导牵头组织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项目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瓶颈问题。

南 宁 超 额 完 成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