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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

保护区内施工未及时清理场地最高可罚10万元

保护管理区域内禁止私设入河排污口

贾鲁河是省内除黄河以外最长、流域面积
最广的河流，关于贾鲁河，有说不尽的故事。

《条例》要求，市、沿河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贾鲁河历史文化的保护，挖
掘、整理贾鲁河文化遗产，建立相关档案，设
立展示场所，弘扬贾鲁河文化。不仅如此，
在贾鲁河区域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文明行为规范，爱护公共设施，做好垃圾
分类处理，维护环境卫生。

保护贾鲁河，要明令禁止向河内排污。
《条例》中明确，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除
可以设置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外，禁止
其他单位和个人设置入河排污口。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必须达到规划的排
放标准。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新建、
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的，应当按照设置程
序，报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条例》，经依法批准的建设工程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贾鲁
河区域内的林木、植被、水体、地貌，防止造
成污染和破坏。其防治污染设施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理施
工场地，恢复原貌。如未能及时清理施工场
地，恢复原貌的，由市、沿河县（市、区）水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并由水
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代为清理和恢复，所需费
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贾鲁河是郑州市的“母亲河”，作为贯穿市区的“金腰带”“绿珠链”，在促进全市水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独特地位，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贾鲁河加强保护管理。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对贾鲁河立法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将贾鲁河立法列入今年地方性法规正式项目予以推进。9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对《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10月29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并在10月
31日下午的闭幕会上表决通过了该《条例》。

根据《条例》，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或者其他建设工程项目；保护管理区域内施工，应及时清理施工场地，恢复原貌，逾
期未改正的，拟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贾鲁河需要通过立法来加强管理

贾鲁河是郑州市的“母亲河”，
也是一条历史文化名河，发源于郑
州西南部，流经二七区、中原区、高
新区、惠济区、金水区、郑东新区、中
牟县，在郑州境内河段长137公里，
流域面积约2750平方公里。

贾鲁河作为贯穿郑州市区的
“金腰带”“绿珠链”，在促进全市水
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独特地位。

2016 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
投资近200亿实施贾鲁河综合治理
生态修复工程，该工程既是一项浩
大的生态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民
生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
程是我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九大

支撑性工程——“美丽郑州工程”
引领性工程，工程以“挖掘贾鲁兴
水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绘就中心
城市百里绿水青山画卷”为主线，
统筹规划“六山、六湖、六岛、九
岭、十二园”的发展战略，发掘弘
扬贾鲁河文化底蕴，打造中原特
色的园林景观。贾鲁河“一河清
水穿城而过”，为城市增添了灵
秀，涵养了生态，护好一条河，将
带动和提升一座城。

贾鲁河对于郑州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必要通过立
法来加强对贾鲁河的保护管理，统
筹推动沿岸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和
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和格局，加
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市人大常委会广泛征求专家和市民意见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对
贾鲁河立法工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
委会把贾鲁河立法工作列入今年地
方性法规正式项目予以推进。

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起草
部门，采取了委托第三方起草的立法
形式形成初稿，又通过公开征求意
见、专家论证和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等
形式，出台了《条例（草案）》。9月 25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
艳表示，在一审过程中，市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
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召
开了专家论证会，听取法律咨询委
员会专家学者对《条例（草案）》的意

见，同时，报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
求省直单位意见，并在媒体上全文
公布，征求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群
众的意见，召开政府部门征求意见
座谈会和沿河县（市、区）基层单位
征求意见座谈会。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市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共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意
见和建议 152条，经逐条研究，共采
纳 86条。10月中旬，法工委再次会
同相关部门，根据各方意见对《条例
（草案）》进行了统一修改，形成了《条
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初稿）》。10月
25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进行了统
一审议，形成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
稿）》，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

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擅自新建工程项目

根据《条例》，贾鲁河区域包括
保护管理区域和规划控制区域。保
护管理区域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贾
鲁河干流及两岸绿线以内的区域，
规划控制区域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
贾鲁河干流两岸绿线外围的一定区
域。贾鲁河区域的具体范围由市人
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贾鲁河
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
督管理。市、沿河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将贾鲁河保护管理及沿岸规
划、建设、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将贾鲁河保护管理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条例》
还明确，贾鲁河管理实行河长制，按
照有关规定设立市、县、乡河长体

系，协调、督促解决贾鲁河保护管理
区域内的突出问题，发挥河长在贾
鲁河管理中的监督、检查、考核、指
导作用。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应当
按照公园有关规范与标准，设置公
共文化、体育健身、直饮水供应点、
座椅、照明、分类垃圾箱、公共卫生
间等便民服务设施，还要设置医疗
急救设施、无障碍设施、志愿者服
务站等。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擅
自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或者
其他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控制区域
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
按照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工程项目
目录实行分类管控。

区域内建筑物要突出园林式建筑风格

贾鲁河综合规划是贾鲁河
区域内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的重要依据。

综合规划应当包括哪些内
容？对此，《条例》提到，要明确
保护管理区域、规划控制区域
的范围；沿河功能区划、土地用
途、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明确重
要滨水区域、历史文化街区、岸
线等管控措施，确定规划控制
区域内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工
程项目目录；规划控制区域内
建设工程的建筑布局、建筑高
度、天际轮廓线、景观风貌、体
量、风格、色彩、夜景照明等有

关城市设计要求；休闲、观光、
文化、旅游、体育等特色产业项
目发展计划；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水资源调配、防洪排涝、雨
污分流、截污纳管、污染防治、
绿化植被、文化保护等综合治
理措施。

保 护 管 理 区 域 内 的 山、
岛、岭、湖、园等建设项目和
各类构筑物，应当充分利用
原有地形、地貌、水体、植被、
历史文化遗迹等自然和人文
条件，突出园林式建筑风格，
体现中原文化特色和精品景
观效果。

禁止私家车在堤顶道路和游园道路上通行

保护贾鲁河，怎样加强监督
与管理？《条例》明确，市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贾鲁河综
合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制度、贾鲁
河保护管理工作考核评价制度、
具体事项联合督办制度，定期对
沿河县（市、区）贾鲁河保护管理
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实行目标责
任制。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从
事餐饮、住宿、休闲、游乐、文化、
体育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贾鲁
河综合规划，具体管理办法由市
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哪

些车辆可通行？按照《条例》，除
执行公务的车辆、消防救援车、急
救医疗车、防汛防洪抢险车、工程
维护及救险车外，禁止其他机动
车在贾鲁河堤顶道路和游园道路
上通行。

另外，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
域内开展训练、竞赛、航模等大型
活动的，举办者应当依法办理有
关审批或者备案手续，并制定活
动实施方案，在举行活动七日前
向沿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活动实施方案应当载明
举行活动的基本情况、污染防治、
安全救援、应急处置等事项。

郑州的夏夜，激情绚烂。黑启亮、黑旭兄妹
俩带着爱人和孩子早早赶到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21时许，一个脊背微弯、身材清瘦的 60岁
上下的男人旅行归来，满脸幸福地走进他们的
视线。他就是李良军，和两兄妹没有任何血缘
关系，但却是他们心底最亲、最敬的“父亲”。

1995年 2月，孙寨村人黑元勋因患尿毒症
病故，留下了妻子王爱仙和两个孩子。同年 8
月，经人介绍，从湖北省房县来河南打工的李良
军与王爱仙，相识、相爱、结婚。当时，儿子黑启
亮不到 11岁，女儿黑旭不到 9岁，加之黑元勋
住院治病欠下的 7万余元的债务，李良军深感
自己责任重大。

然而，生活并没有善待这个本已困难重重
的家庭。结婚 7个月后，王爱仙查出肺癌。所
有的钱全花光了，妻子却走了。“你放心走吧！
我会守住这个家，这俩孩儿就是我的亲孩儿”。
短短的一句承诺，道出的是一个男人字字千金
的誓言。

李良军辞去了砖窑厂的工作，到河王木材
加工厂当木材装卸工。他手快脑灵，装卸木材
总是跑在前，老板被他的勤劳精神打动，破例让
他中午不是太忙的时候提前下班，照顾两个孩
子。当时家里还有二亩七分地，不能请假，李良
军就趁着中午休息的时候去田里干活。

为了支撑这个家，李良军一双解放鞋一穿
就是3年,一件衬衫白天穿、晚上洗，一穿就是5
年。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不能缺少。李良军每周
都会去集市上买三四斤排骨回家给孩子炖上，俩孩子把肉吃完，他
就喝剩下的汤；买的时令水果，俩孩子吃不完直到放坏了，他也不舍
得尝一尝。那些年，每天无论多忙，他都不忘给孩子洗衣、做饭；每
周哪怕再累，也要给孩子改善伙食；每年再穷，也要给孩子买新衣
裳。李良军说：“我再苦，也不能苦了俺孩儿。”

然而，那些年常常是刚到家，要债的就堵在家门口。“我每个月
只能挣那么多，但是你们放心，只要我在，这个钱绝对少不了你们
的！”这是李良军对欠账发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他由衷的请求。

李良军没有文化，但他知道有文化的好处。他听说广武镇
实验小学教学质量好，就托亲戚、找朋友，把兄妹俩送到广武镇
实验小学学习，兄妹俩不忍心看到父亲每天那么辛苦，完成九年
义务教育后选择外出打工。而李良军装过钢筋、水泥，卸过木
材、地板砖，靠繁重的工作逐渐还清了所有债务，还为儿子、女儿
办了婚事。

23年过去了，这个吃了太多苦的父亲终于获得了属于他的幸
福。“爷爷，你的衣服我来给你洗！”12岁的孙女黑紫怡说。“爷爷，
吃鸡腿！”6岁的孙子黑紫航说。“爸，饺子放桌子上了，你趁热吃！”
大年初一，李良军想多睡会儿，儿子黑启亮把饺子端到床前说。

“爸，您辛苦了，以后我们孝顺您！”女儿黑旭说。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林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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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深入
推进《纲要》的贯彻落实，在全市营造崇尚英
雄、尊重模范、学习先进的社会风尚，郑州市
启动了道德模范事迹集中宣传展示活动，首
批展示郑州市第五届道德模范事迹。

·道德模范出彩出彩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

总冠军花落谁家？今晚揭晓！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 张

勤 王红 文 周甬 图）全球少年俊秀中原
逐鹿，谁将问鼎总冠军？11月 1日 20时，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将在河南广播电视台
1500平方米演播厅举行。届时五大洲的
冠军将同台竞秀，角逐最后的总冠军。

“汉语桥”赛事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
的特色品牌，被誉为汉语“奥林匹克”，是
一座“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
比赛以“携手汉语，筑梦未来”为主题，预
选赛于 2019年 3月至 9月在全球 121个
赛区相继举行，成功晋级的五大洲选手
来到中国参加复赛决赛。

10月 18日起，比赛在北京、河南分
阶段举行。这是“汉语桥”赛事首次落地
河南。以汉语为桥，邀五洲宾朋，览天地
之中，讲黄河故事，探文明之源，第十二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以“黄

河文明”“现代发展”两大核心元素为文
化脉络，与来自五大洲的宾朋一起“携手
汉语，筑梦未来”。

十余天时间里，来自全球五大洲
105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秀才艺、展实
力，“过五关、斩六将”，展示出非比寻常
的汉语语言技能和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
解，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与此同时，选手们还游学北京、河南
两地，登临长城、畅游故宫，参观大国崛

起的中国制造，感受郑州、洛阳、开封、安
阳等黄河沿岸明珠古都的厚重历史，参
与一系列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据了解，总决赛分为群雄逐鹿、风华
绝代、定鼎中原三个环节，五大洲际冠军
准备了各具千秋的“绝活儿”，以期问鼎
总冠军。现场将颁发最佳口才奖、最佳
风采奖、最佳创意奖、最佳表演奖、最佳
人气奖，一等奖、二等奖，以及重磅的“汉
语桥”洲冠军和“汉语桥”总冠军。

美洲冠军秋玫瑰在决赛彩排现场表演节目“蛋炒饭”非洲冠军
顾思源在决赛彩排
现场表演少林武术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 董艳竹
稿件统筹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