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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春光能致远，城市建设大有
为。今日，耳目一新的平顶山日报《城
市建设》专刊“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篇
篇有看头、有嚼头的文章与读者见
面。值平顶山日报《城市建设》创刊之
际，我谨代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表示热烈祝贺！平顶山日报是市委机
关报，是我市新闻宣传的主阵地、主力
军，《城市建设》的创办必将对全市上
下关注城市建设、支持城市建设、参与
城市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城市
居民生活工作的地方。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让城市生活
更美好，是人类共同的憧憬。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经济社会
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引擎。2015 年 12 月，中央召开城市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确定了

把城市建设成为和谐宜居、富有活力、
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建成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的目
标。建市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带领
全市人民，艰苦创业，奋力开拓，在贫
瘠荒凉的土地上，建成一座功能日益
完善的新型工业城市。随着城市建设
管理工作的扎实推进，城市面貌发生
深刻变化，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
显增强。但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积累
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临着成长烦恼、
转型之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
转型发展、决胜全面小康，需要城市建
设提供强劲动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平
顶山日报《城市建设》专刊的创办正当
其时。作为躬耕城市建设的刊物，平
顶山日报《城市建设》要始终以当好党
和人民的喉舌为己任，牢牢把握舆论
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紧密配合市
委、市政府城市建设中心工作，高扬主

旋律，打好主动仗，大力宣传城市建设的
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把全市
上下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激
励大家群策群力、不懈奋斗。要注重挖掘
城市建设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人物，讲
好鹰城城市建设者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示
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切实把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引导到加快发展的实践中来。要
发挥好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对有损城市形
象、偏离科学发展的做法敢于报道、善于
监督，促进问题及时解决，架起社会与城
市建设沟通交流的桥梁，为全面推进城市
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希望平顶山日报《城市建设》专刊始
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充分发挥舆论优
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渠道优势，服务
城市建设大局、服务城市建设群体，为把
平顶山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
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
市，为加快转型发展、决胜全面小康提供
强力支撑。

——写在平顶山日报《城市建设》创刊之际

助力城市建设 与时代发展同行

我市 2016 年启动的打通“断头路”
三年行动计划，将新建、改建道路总里程
150.28 公里，总投资约 89.65 亿元，项目
全部完工后，城市道路通车里程将达
438.43公里，市区道路四通八达。

补短板——
打通城市“断头路”

“事关全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影响深远。”4 月 13 日，市住建局局长高
国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这16个字概
述我市打通“断头路”三年行动计划。

“去年下半年，我市启动打通‘断头路’
三年行动计划，一批道路工程相继开工
建设，今年计划实施打通‘断头路’新
建、续建项目 77 项，至 3 月底已开工项
目33个”。

已开工的项目，湛南路西延和湛北
路西延工程位列其中，两条新建道路工程
完工后，老城区西南部“死角区域”将畅通
起来。眼下，湛南路、湛北路车流如水，行
至凌云路却戛然而止，饱受交通拥堵之
苦，出行不便的附近居民，目睹正在施工
的两条“断头路”，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长期以来，由于城区道路结构不合
理，城区东西向、南北向交通不通达，与
高速公路的连接不紧密，没有形成环路，
造成交通拥堵。市住建部门统计，市区
有“断头路”77 条，不但制约项目进展，
而且影响到城市形象和制约了城市发
展，“断头路”成为城市发展之殇。

市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打通‘断
头路’，畅通微循环”，“全面提升城市建管
水平”。去年9月21日，市委书记胡荃在
调研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时强调，要以
城市道路改扩建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城市
功能、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11
月22日，市委书记胡荃在召开的市委城
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实施道路交通畅通等八大
工程，大力推动基础设施扩容提升。

按照制订的全市打通“断头路”三年
行动计划，工程完工后，全市路网结构将
得以全面优化，实现外联内畅，形成快速
通道互联互通、区域城区广泛覆盖、枢纽
节点功能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

抓进度——
撸起袖子加油干

3月份以来，天气转暖，进入道路施
工的黄金季节，已开工的33项工程在紧
锣密鼓往前推进。

4 月 12 日上午，记者来到稻香路续
建工程现场。自 3 月 21 日进场以来，
施工单位已完成地表清理 240多米，雨
污管沟正开挖，已铺设直径 600 毫米管
道87米，目前正进行回填施工。据平煤
神马建工集团技术人员介绍，公司技术
力量雄厚，施工经验丰富，拆迁进展顺利
的话，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不成问题。

在湛北路西延工程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几台挖掘机、铲车、压路机协同作
业，清运土石垃圾，开挖雨污水管沟。由
于施工工地上方有一处高压线尚未改

移，挖掘机装载垃圾离高压线距离较近，
现场技术负责人扯着嗓子喊话，一再提
醒要注意安全，“知道了！”挖掘机师傅回
答。“目前地表清理已完成，路基成型560
米，铺设雨水、污水管道1500多米，挡墙
砌筑完成 850 米，已完成整个工程量的
43%。”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稻香路湛河桥贯通市区南北，连接
湛南路和湛北路。今年2月4日，平煤神
马建工集团进驻现场。4 月 12 日，记者
来到工地，这里焊花飞溅，两名师傅手执
焊枪加工桩基钢筋笼；桥桩钻孔施工正
在进行。“这个桩基打孔 32 米时遇到溶
洞，我们采取片石加黏土按比例回填，问
题及时得到解决。目前正全力以赴赶进
度。”项目负责人介绍。

南环路西延工程由郑州建工集团负
责施工。去年 10 月 1 日，施工人员进驻
现场，目前已完成整个工程量的70%，路
床整形及结构层铺设已完工，雨污管网
铺设完毕。目前，施工人员正在铺设花
岗岩道牙。“施工难度不小，1000米长的

施工路段，平均下挖 1.5 米，全是坚硬的
石块，每天组织大型机械 20 多台，昼夜
施工，连续奋战 60 多天，破碎石头达
60000多立方米。”施工人员介绍。

南环路西延、未来路北延、新南环路
东延、诚朴路南延、湛南路东延、湛北路
东延……一项项工程落地开花，施工紧
张有序推进。“我们要求施工单位对照目
标，挂图作战，加班加点赶进度。”雨污管
线铺设、路基填筑、稳定层铺浇，每一道
工序都要求施工单位环环紧扣做好衔
接，确保不浪费施工时间。市住建局工
程科负责人介绍。

拆迁难——
莫让龙头成制约

施工进度，施工进度！
对于市住建局工程科负责人张卫民

来说，他最关心的是工程进度。他手头
有一份“平顶山市打通‘断头路’及 2017

年市政工程建设计划表”，77项工程项目
赫然在目，分解显示“断头路”项目名称、
总投资、责任单位、前期工作、开竣工时
间等。这份表册便于他掌握情况，有利
工作开展。

市住建局编发的第 56期《城建重点
工作简报》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除湛
河区负责的诚朴路南延、轻工路新建、南
环路东延等工程征迁有明显进展外，其
余大部分项目几无进展。”

“加快施工进度，拆迁是龙头。‘断头
路’征迁主要集中在城区，征迁任务十分
繁重，征迁费用超过投资的一半，工作难
度相当大，征地拆迁问题成为工程推进
缓慢的主要原因。近段时间，虽然各区
想方设法加以推动，但征迁工作推进仍
不明显。”市住建局工程科负责人说。

征迁主体是各区。龙头不舞，寸步
难行。我市成立了打通“断头路”专项活
动领导小组，市主要领导经常深入一线，
解决实际问题。市住建局制定了具体实
施方案，排出打通“断头路”进度计划表，
采取领导分包，每周督查等形式抓好落
实，随时协调解决影响施工的节点、难点
问题。

为搞好征迁工作，新华区制定“断头
路”征迁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流程图，
明确征迁程序和时限，日通报、周督查、
月排名，目前已完成4条道路征迁任务，
征用土地 432.36 亩。卫东区围绕打通

“断头路”制定征拆方案，广泛宣传动员，
目前五一路东延项目的征迁已基本完
成。湛河区成立以区委书记为组长的征
迁工作领导小组，专项督查组全程督查
工作进度，每周五召开项目征迁推进会，
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完成任务较好
的，进行表彰给予工作经费补助，差的给
予通报批评追究责任，取得了明显成效。

“打通‘断头路’，打通的不只是路，
打通的是隔离开来的城市形象、城市品
位和城市环境，打通的是广大市民的‘心
结’。”采访中，市民对打通“断头路”高度
赞赏，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魏广军)

我市实施打通“断头路”三年行动计划

77项工程拉动城市建设实现新跨越

忽如一夜春风来。仿佛是不经意间，市区
建设路一下子变得清爽起来，道路两侧满目林
立的广告塔不见了。不仅是建设路，其他道路、
楼顶、墙体等处的违法户外广告也被拆除。

户外广告不仅是一个城市商业发达的缩
影，也是一种城市文化的展现，规范、漂亮的户
外广告，无疑会起到美化城市市容的作用，也
能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近年来，我市城
市发展迅速，户外广告也越来越多。由于户外
广告过多过滥，缺乏合理规划，随意性比较大，
既破坏城市空间环境，又造成视觉污染，有些
广告牌老化空置、残旧破损，存在安全隐患，损
害了城市形象。

今年2月份，我市启动了户外广告专项整
治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整治规范，提高城
市文明意识、提升城市形象、规范城市管理、
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两个多月来，一处处
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被依法拆除，随之城市
空间环境变得洁净了，目睹由乱到治的变
化，广大市民对此称赞不已。

城市空间是公共资源，充分利用好这一
资源，让其服务鹰城，造福鹰城，彰显资源之
美乃上策。整治户外广告并不是让城市没有
广告，而是科学地、合理地规划、设置户外广
告，并建立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让户外广告
为市容市貌添彩。

□魏广军

还城市一片洁净的天空

市园林绿化三队负责湛河区
9 万多平方米游园、花带，75000
多棵行道树的管护任务，栽植、灌
溉、修剪、除草、防治病虫。每天，
他们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
侍弄这些花草树木，用汗水浇灌
出城市的片片绿色。

阳春季节，草木萌发，鹰城大
街小巷春意阑珊。街头游园姹紫
嫣红，道路绿化整齐美观，植物茂
盛。城市青葱翠绿的背后，倾注
着园林工人一腔心血和汗水，他
们用勤劳的双手编织出城市美丽
的风景。

4 月 12 日上午 8 时许，南环
路西段快车道车辆穿梭，两侧绿
化带生机盎然，红叶石楠依偎着
翠绿的黄杨球，似一条彩带镶嵌
在道路两旁。市园林处工程三队
3 名职工分工协作，给绿化带植
物喷洒药物，防治病虫害。只见
一人开车、一人放线、一人喷药，
随着车辆缓缓移动，淋上雾水的
枝叶显得格外鲜亮。

“道路绿化带植物密实，透光
性差，易滋生芝麻大小的蚜虫，一
年可繁殖十几代到二十几代，黏
附在枝叶上针刺吸食汁液，引起
植物养分和水分减少，甚至枯
死。”一位戴着防护镜正在作业的
女工介绍。3 月中旬，工程三队
开始对光明路、姚电大道等路段
绿化植物喷洒杀虫剂，这已经是
第三遍了，要连续打几次才能有
效防治。

市区绿化带栽植的植物品种
多样，防治的方法也不一样。南

环路、湛南路、东风路等路段种植
200多棵国槐，3月中下旬，工程三队
给这些树木全部挂上了“吊针”，实
施“静脉注射”。防治天牛幼虫对树
木侵害。“树木生病的时候，长势衰
弱，枝干枯死。”工程三队副队长姚
广顺说。天牛成虫体长约 20 至 35
毫米，幼虫在树干基部或主根木质
内越冬，翌春化蛹，5月间成虫羽化，
咬食嫩枝皮层，后蛀入木质危害。

防治病虫害仅是园林养护的一
个环节。树木从种植到栽培、灌溉、
修剪、防治病虫、除草、清理垃圾，每
个环节照顾不到位，树木就出问
题。今年春节刚过，工程三队动员
全体员工，对辖区南环路、中兴路，
火车站游园等缺株断垄的植物补栽
补种，一个月时间，早出晚归，补栽
红叶石楠、金森女贞、金边黄杨、小
叶女贞等植物 700 多棵，补栽冬麦
30000余墩。春天降雨偏少，苗木需
要雨水滋养，浇返青水，春节过后，
工程三队组织浇灌绿化带植物，至
今已经浇3遍水。

“绿地不能有垃圾杂物、污物，
不能有杂草，植物树体不能有悬挂
物；绿篱修剪整齐美观……”按照园
林绿化管护考核标准，工程三队将路
段分片包干，责任到人，上路管护。

“花坛的部分植物带刺，即使使用自
制的铲、钳、夹子等工具清理，也经常
被刺得血流不止。”姚广顺说。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既然是护花使者，我们就要
肩负起这份责任，让花儿开得艳艳
的，将养护工作做到最好。”工程三
队队长黄生说。（本报记者 魏广军）

园林养护：像养育孩子一样操心

本报讯（记者魏广军）市园
林处抓住春季植树造林的有利时
机，扎实推进造林绿化工程。3
月中旬以来，启动平安大道西延
道路绿化、光明路（平安大道至北
环路）道路绿化、东平郏路城区段
改建绿化等 5 项工程，预计栽植
乔木、花灌木、地被植物5万余平
方米。目前，光明路、一矿路道路
绿化工程已完工。

4 月 13 日，记者在平安大道
西延道路绿化现场看到：40多名
园林绿化职工在开挖树坑，回填
种植土。据市园林处工程负责人
介绍，该道路绿化东起西环路西
至平郏路，全长 3880 米，绿化工
程分行道树栽植、道路两侧绿化
等 3 部分，将栽植行道树法桐
1091 株、高杆石楠 1003 株、百日
红 252 株、广玉兰 809 株、木槿
1308株，小叶女贞、红叶石楠、金
森 女 贞 、鸢 尾 、红 花 酢 浆 草 等
21904 平方米。3 月 15 日开工以
来，已经开挖树坑700个，清运垃
圾2000立方米，回填种植土3000
立方米，工程预计4月30日完工。

同时开工的东平郏路城区段改
建绿化道路长 1500 米，将栽植行道
树法桐、樱花、美国红枫、大叶扶芳藤
球等 1700 余株，小叶女贞、红叶石
楠、金森女贞、麦冬等 9008 平方米。
目前已开挖树坑 479 个，清运垃圾
6715 立方米，回填种植土 8100 立方
米，栽植行道树法桐 479 株，该工程
将于本月底完工。

新南环路（开源路-西环路）道
路绿化长度 11000米，将补栽行道树
法桐、大叶女贞 262 株，道路外侧栽
植雪松、香樟、银杏、广玉兰、樱花等
2439株，小叶女贞、金森女贞、麦冬、
月季等 19424.5 平方米，目前已清运
垃圾 1500 立方米，回填种植土 3000
立方米，开挖树坑160个。

光明路北段（平安大道-北环
路）道路绿化长度为1000米，栽植法
桐等行道树 618 株，种植云南黄馨、
常春藤等 2510平方米。一矿路道路
绿化工程长700米，3月15日开工，经
过1个月紧张施工，种植行道树法桐
170 株，栽植绿化带苗木红叶石楠
50000株，清运垃圾750立方米，回填
种植土820立方米。

5条道路预计新增绿化面积5万余平方米

市园林处扎实推进春季绿化工作

市区南环路西延工程路床整形及结构层铺设已完工，施工人员正在铺设花岗岩道牙。 本版图片均为魏广军摄

稻香路湛河桥施工人员正在加工桩基钢筋笼。

4 月 12 日上午 8 时，在新城
区长安大道西段，一台崭新的环
卫高压清洗车正在作业，整个过
程全部机械化操作，清洗过后，路

面变得干干净净。2016 年，新城区
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购置这批新
型环卫清扫车，使主次街道基本实
现机械作业。

春 为 一 岁 首 ，万 物 生 光 辉 。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一年。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扎
实奋进。沐浴改革发展的惠风，《城市
建设》专刊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召开，“城市工作”再次上升到中
央层面进行专门研究部署。今年
初，省委、省政府启动了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并将“提升县级城市管理水
平三年行动计划”和“基础设施八项
工程”纳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一起
推进。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切
实做好城市工作，充分发挥新型城
镇化“一发动全身”的综合带动作用，

为加快转型发展、决胜全面小康提供
强力支撑。《城市建设》专刊的创办，
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加快城市建设营造良好氛围的具
体行动。

《城市建设》专刊每月两期，设
有综合新闻、特别关注、一线观察、
行业亮点、岗位风采等栏目，将及
时报道行业决策部署及工作成效；
以敏锐眼光发掘城市建设管理中
发生的新鲜事，关注行业基层改革
创新的新举措、新思路和新做法；围
绕年度重点工作策划主题报道活
动，为加快城乡建设、推进新型城镇
化发展鼓与呼，努力满足社会各方
对城市建设资讯的要求。

我们真诚地期待大家关注《城
市建设》专刊，积极踊跃供稿，希望
广大读者给予呵护关爱，一起将《城
市建设》专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 高国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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