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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土中生，土壤关乎人们饮食和居住
安全。

2018年，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发生一
起含农药废弃土倾倒案件。2019年，市生态
环境局根据《郑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组织赔偿义务人、涉案企业
开展磋商，达成赔偿协议，由赔偿义务人支付
生态损害赔偿金 900余万元，并完成污染土
壤处置。

这起全省首个经司法确认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件，是我市近年来开展土壤污染防
治攻坚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郑州市统筹推进全市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完成全市 537个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污染状况调查及农用地质量状况详
查，探索地下水、土壤协同治理模式，在全省
率先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实现 256个
行政村环境整治任务，让全市人民“吃得放
心、住得安心”。

在管城区金岱工业园，某镀锌钢管、镀锌
构件加工企业破产后，原地块及周边区域将
作为住宅用地。但因场地内部分区域镍、锌、
铬浓度超出筛选值，被生态环境部门列入污
染地块名录。2018年 4月至 11月，该地块按
要求采取异地固化/稳定化技术完成了修复，
达到了安全利用目标和风险管控要求。场地
内受污染土壤全部清挖出去，经修复合格后，
作为路基进行了资源化利用。2020年，经对

路基土壤及路基周边地下水监测，修复后的
土壤稳定达标、地下水指标满足相关要求。

“目前，全市已基本建立了 122 家污染
地块名单，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55个
地块为未污染地块，涉及再开发利用的地
块，全部实现安全利用。”市生态环境局土
壤生态环境处处长逯祯说，由于人们对土
壤污染防治知之甚少，刚接手这一块工作
时，工作很难开展，怀有身孕、行动不便的
她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加班加点学习政
策，编制了厚厚 3 大本工作手册，分批次组
织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防治
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基层土壤管理人员培
训会，使全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体系不断
健全。当年，郑州市土壤污染防治攻坚第
一次被评为全省优秀。

截至 2020年，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修
复任务全面完成，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与
2015年相比实现零增长。

百舸争流千帆竞，奋楫争先谱新篇。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郑州市

生态环境系统将继续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为核心，保持攻坚力度、延伸攻坚深度、拓宽
攻坚广度，按照“提气、降碳、强生态”的工作思
路，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由“坚决打好”向“深
入打好”转变，努力营造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奋楫争先黄河之畔营造天蓝水清地绿生态城
——“十三五”期间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程回顾

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其娟 文 马健 图

“郑州天空湛蓝，白云朵朵，美得好像一幅画。”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城市越来越像公园！”
“一泓清水向东流，贾鲁河畔乐悠悠！”
岁末年初，不少市民在朋友圈盘点一年的生活时，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赞不绝口。近年来，郑州天蓝、水清、地绿成为常态，成功入围“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而这些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获得感，得益于郑州市强力实施的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十三五”，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刚刚过去的“十三五”，却是郑州生态环境系统众志成城、克难攻坚的卓越历程。他们

为使命而坚守、为责任而奋斗，谱写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篇章。为了保卫蓝天、碧水、净土，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2018年起，郑州
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力实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在全市经济总量成功突破万亿元、人均收入突破10万元、城市人口突破千万的同时，全市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2020年全年优良天数230天，成功退出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20名，圆
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为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的“美丽郑州”建设贡献了力量。

这个供暖季，经开区瑞锦社区、惠济区岗李家
园1号院的居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室内温暖如春，
室外蓝天白云”的清洁供暖，让他们心中多年的集
中供暖梦圆。其实，除了这两个社区，郑州市金水
区、二七区、航空港区、荥阳市、中牟县等多个区域
的居民社区，也已从 2020年 11月 15日起享受到
了“地热+”供暖。郑州近年来在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中推行的能源结构调整，让这些传统集中供
暖覆盖不到的区域，能够以更加清洁的取暖方式
温暖过冬。

“拓洋实业 2台 75蒸吨燃煤锅炉已关停并拆
除主要设施，标志着郑州市实现全市非电燃煤锅
炉‘清零’，大气污染攻坚再啃下一个‘硬骨头’！”
2020年 11月 17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举行新闻
发布会上，“双清零”，我市能源结构调整的一个标
志性节点。

近年来，郑州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能源
结构调整，累计拆改非电燃煤锅炉 1330台 5078
蒸吨，煤炭消费总量下降 33.6%。推动清洁能源
替代工作，实施荥阳国电、新密裕中电厂、豫能热
电引热入郑工程，保障供热面积 8900万平方米；
采用地热、再生水等清洁取暖方式供暖，全市新增
清洁能源供暖面积1418万平方米。

时光拉回到 2015年，那年，郑州突遭雾霾围
城，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城市排名几乎垫底，特
别是秋冬季节，重污染天气令人不敢出门。随后
几年，郑州空气质量虽有所改善，但仍在全国168
个重点城市后20名内徘徊。

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治理全市人民的“心肺之
患”？面对时代之问，市委市政府决心背水一战，
坚决打赢郑州蓝天保卫战。

2018年，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任组长的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制定了《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优良天数年增 15天
以上的目标，从能源结构、工业结构、交通结构、用
地结构调整入手，狠抓重点行业污染治理、重污染
天气应急应对，打响了一场保卫郑州蓝天白云的
攻坚战、持久战。

强化顶层设计，坚持条块结合。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和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
划，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长期目标任务。强
调“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环保”。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环境污
染治理一项占 18%。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坚持“块抓条保、以块为主”“依靠群
众、依法治理”“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日保周、周
保月、月保年”“挂图作战”。

深度谋划为要，生态项目支撑。确定了“三调
整一加强一整治”工作思路，即加快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运输结构调整，加强生态屏障建设，加大
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力度。编制了《郑州市“十
三五”能源发展规划》《郑州市“十三五”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等。“全市共谋划贾鲁河综合治理等
重大生态建设项目 1458 个，总投资 3205.62 亿
元，已累计完成投资 1107.26 亿元。”市发改委资
源处处长曹恒敏说。

治污不力者罚，污染环境者偿。出台《郑州市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考核办法》《郑州市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责任追究实施办法》《郑州市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试行）》等，强化督导考核。
3年来，市环境攻坚办、市污染防治督导组共实施
空气质量考核财政扣款 12930万元，实施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 9738.55万元。会同市纪委
监委、市委组织部约谈县（市）区 93个次、乡（镇）
办121个次。

发动群众参与，引导绿色出行。在全国率先
开通了“有奖举报”微信服务号，首创以微信红包
方式进行奖励。开展“绿色出行”系列普惠活动。
在市属新闻媒体开设“保卫郑州蓝”曝光台专栏，
营造了保护环境光荣、污染环境可耻的浓厚氛围。

“差别化”管控，引领绿色发展。培育了一批
绿牌工地、绿色工厂、绿色引领企业，与一类民生工
程、二类民生工程一起，实行“差别化”管控，不搞一
刀切，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统筹。

“宽阔平静的河面，鸟鸣啁啾的林下小
径，每天早上，迎着朝阳到贾鲁河畔健完身去
上班，顿觉满心欢喜，向阳而生。”今年以来，
喜迁贾鲁河文化路新居的市民魏女士幸福指
数骤升，心里少了些浮躁，人更加有活力。

贾鲁河作为郑州的“母亲河”，目前已完
成综合治理修复，由一条臭水沟蜕变为“一河
清水穿城而过”的“金腰带”，为城市增添了灵
秀，涵养了生态。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
《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更让对贾鲁河区
域内永保水清河美提供了法规支撑。

水是生命之源。“十三五”以来，郑州市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强烈的政治担当、
责任担当、历史担当全力以赴打好碧水保卫
战，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全面
改善郑州水生态环境质量，谱写了“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新时代生态郑州

建设新篇章。
2018年 10月 17日，按照国务院、河南省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要求，郑州市出台《打好碧水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以 2020年主
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河流断面水
质稳定达标，饮水安全更有保障，水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为目标，以流域“水质、水量、水管
理”等关键问题为导向，系统推进水污染防
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持续打好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为建设美丽郑州提供良好的
水生态环境保障。

2020年 7月 10日，郑州市环境攻坚办对
新密市白寨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
谈，因为该镇污水处理站排放口水质超标，进
入鱼池沟水库后，水库水面被绿藻全部覆盖，
水质低于地表水V类标准。这是郑州市按照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
求开展的一次典型水环境污染约谈。

围绕水污染减排，郑州市着力打好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全域清洁河
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四个标志性攻坚战役，
在全省率先开展了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整
治，率先实施了水环境生态补偿，率先启动了
污水处理厂提标治理工程。

“2020 年，郑州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相比
2015年得到大幅改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
环境处处长邢亚辉说，全市 8个国、省控断面
全部达到地表水四类水质，其中6个达到三类
以上水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质稳定达
到二类水质，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城市建成区 10条河
流全部达到四类以上水质，城市黑臭水体动
态清零。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景观效果已经呈
现，是来郑州考察团的必看点。”市水利局主

任科员徐修军说，贾鲁河是当之无愧的郑州
市生态水系建设头号工程。

“臭水沟变‘桃花源’，美到不敢相信！”一
些市民对贾鲁河的变迁这样评价。1月12日，
冬天里难得的和暖天气，记者在贾鲁河文化路
至花园路段看到，河两边不时看到有人在沿着
步道慢跑，宽达百米的水面上，偶尔一只白鹭
飞舞，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逍遥自在。

“有了牛口峪引黄工程引来的水，这条枯
河得以再现碧水清波。”综合整治后，贾鲁河
增加水面面积 7.92 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16.7
平方公里，最深处达3~4米，最浅处1米左右，
河上的闸坝还形成了小瀑布景观。

作为郑州市水生态扩容的重点工程，牛
口峪引黄工程设计年引黄河水 8505 万立方
米，自 2019 年 9月 29日通水运行以来，源源
不断地向贾鲁河等城区河道提供生态景观
水，并在改善灌溉效益和城市供水应急备用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攻坚战就是攻山头。为了让老百姓满
意，我们责无旁贷。”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
环境处处长李孟举谈起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
不禁感叹。为了拆除燃煤锅炉，他和同事们
在七八月顶烈日、冒酷暑，不厌其烦登门劝
说，讲政策、讲利弊，听取诉求、对接协调，为
拆改“开道铺路”。

每年秋冬季雾霾易发高发季节，特别是
攻坚冲刺最后 30天，李孟举和同事们都在电
话、会议、督查、夜查和一拨拨的来访中度
过。“最紧张的时候，忙到晚上 11点，稍事休
息，凌晨 2点多去夜查，6点多回来，休息一两
个小时，再接着工作。”李孟举说。2020年底
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中，时间紧，压力大，他
在心里默默给自己定下目标：“排名退不出后
20，不刮胡子！”

改善大气环境是民心所向，更是人民至
上的执政要求。对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结合国家中心城市定位，郑州

市自加压力，提出到2020年底“在168个城市
退出后 20 位、秋冬季排名显著提升、年度
PM2.5指标显著下降”的工作目标。

退出“后20”，每赶超一个城市，虽然仅需
改善几分甚至零点几分，却要付出难以想象
的艰辛。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
发展，又要精细化管理，实现“工地不停建，企
业分类管，指标降下来，空气好起来”。污染
防治就像踩跷跷板，两头都要兼顾。

千难万难，惟有迎难而上、知难而进、破
难而行。

每天夜查晨查，日调度周考核，单双号限
行，重污染天气管控，拆改燃煤大锅炉、煤气
发生炉，企业、市场外迁，大幅压减水泥产能，
集中淘汰老旧车辆，对柴油车“两限一禁”，

“1+9”专项治理，“一企一策”深度治理，8套天
眼瞭望系统，130家工业企业在线监控、10套
固定机动车遥感监测、1712家重点工地在线
监测、5274辆渣土车不间断在线监控、违反管

控要求的企业列入诚信“黑名单”、重大环境
违法行为移交公安机关……郑州市以最严厉
的措施、最有效的方法、最严实的作风，铁心、
铁面、铁腕向大气污染说不。而这一切，都是
为了城市的绿色发展，为了全市 1000万人民
笑得更甜！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收官之时，市领导每
天夜里带队夜查，对违反重污染天气管控问
题严查重责；市、县两级24小时监控各站点数
据变化，对突出指标和突出区域提出应对措
施；市攻坚办坚持每天至少一个研判会、一个
调度会，连续 46天持续奋战，精准管控，千方
百计降低污染强度、缩短污染过程。只为了
赶超一个又一个综合指数 0.01 的差距，郑州
生态环境人拼尽全力！

截至 2020年底，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实
现多项突破：主城区燃煤机组、全市非电燃煤
锅炉双“清零”；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超低排放
全覆盖；1蒸吨以上燃气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
造。完成“双替代”32万户，实现“散乱污”企
业动态清零。市区公交车全部新能源化，推

广新能源网约车 6370辆，更新新能源出租车
8400辆，施工工地扬尘、渣土车管理逐步实现
了规范化、智慧化管理。道路、城乡结合部综
合环境承载能力提升显著，夏季臭氧污染治
理成效显著。

“以涉气企业为重点，引导工业企业深度
治理，全市已通过深度治理核查企业共 2083
家。”市工信局节能处处长赵剑伟说，郑州市
还制定了推进“亩均论英雄”实施意见，根据
亩均综合评价，在用地、用能、用水、排污、金
融、财政等方面实施差别化支持，引导企业绿
色发展，目前已创建成了好想你、鸿富胜等省
级以上绿色工厂39家。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污染
防治的持续发力，赢得了郑州市空气质量的逐
年改善。2020 年，全市优良天数 230 天，比
2015年增加92天，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城市
中排名退出后20名，比2018年改善5个名次。

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郑州市终于践行
了向全市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圆满完成！

坚决退出“后20”不破楼兰终不还

一河碧水穿城过 美丽郑州添灵秀

守护净土控风险 吃得放心住得安

壮士断腕调结构背水一战保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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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公园——贾鲁河上的一颗明珠

郑开大道北侧贾鲁河
沼泽上水鸟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