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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区要开工15条道路、铺设35公里热力管网、新增200台公交车——

看看有没有你家门前的路
□本报记者 王秀云

2月 16日 ，
记者在市区滨河
路看到，园林工
人 正 在 种 植 水
杉。据了解，此
次我市园林部门
将在滨河路淯阳
桥至医圣祠路段
沿河堤一侧栽种
水 杉 700余 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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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记 者
王林晓 摄

过去一年，全民健身活动
融入人们生活中，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享受健身乐趣。

基层群众性健身活动精
彩纷呈。2016年南阳市全民
健身大会健康跑，吸引来自各
县区3500余名跑步爱好者参

加比赛；市直各行政事业、企
业单位举办各具特色的运动
会；2016年南阳市“全民健身
日”活动暨首届广场舞大赛，
共300多支队伍参加初赛，参
与群众超过2万人……我市
还承办省赛艇、皮划艇锦标赛

等省级赛事活动。国民体质
监测全面展开，全年免费监测
群众8000余人。②2

健身运动引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市中心城区要开工 15条道
路，新增 200台公交车，铺设 35
公里热力管网，集中供热普及
率在 45%以上，700台公交车
安 WIFI、建 100块智能公交站

牌……这是记者昨日在中心城
区2017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会议上获悉的。

副市长郑茂杰出席会议并
发表讲话。

2017年，中心城区市政基
础设施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
化。将合理布局路网，树立“窄
马路，密路网”的理念，形成大容
量、高效率的骨架路网。

今年有15条道路开工建设：
建设西路（北京路—百里奚路）为
新建道路；南都路北延（杜诗路—
信臣路）为新建道路；北京路南延
（雪枫路—西外环路）为新建道
路；信臣路下穿焦柳铁路立交（百
里奚路—人民路）为改扩建道路；
医圣祠东路（独山大道—孔明路）
为新建道路；鼎盛路（新东路—孔
明路）为新建道路；梅溪南路（七
一路—滨河路）为新建道路；新东
路（独山大道—信臣路）为新建道
路；黄河路（长江路—白河大道）
为新建道路；魏公桥新建与仲景
路、建设路交叉口，为改扩建道

路；雪枫路与中州路交叉口，为改
扩建道路；中达路（车站路—滨河
路），为道路提升工程；范蠡西路
（工业路—人民路），新建自行车
道，新建梅溪河桥一座，为道路提
升工程；长江路（南新路口—黄河
路），为道路提升工程；建设路（人
民路—仲景路），为道路提升工
程。

同时还有 7个续建项目：杜
诗路（邕河—独山大道），为新建
道路；百里奚路提升（中州路—
光武路）为道路提升工程；光武
中路（车站路—独山大道）为改
扩建道路；两相东路（农运路—
滨河路）为新建道路；范蠡西路
（工业路—车站路）为新建道路；
工农北路（张衡路—两相路）为
新建道路；独山大道北延（信臣
路—北外环）为新建道路。

开工15条道路，续建7条路

加强燃气配套管网建设及
更新改造，提高公共燃气普及
率。扩大集中供热面积，推进区
域和分布式供热系统建设，2017
年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要在
45%以上。

铺设新建工业路（七一路—
范蠡路）、信臣路（工农路—独
山大道）、孔明路（两相路—杜
诗路）、仲景路（建设路—新华
路）、中 州 路（永 安 路 — 人 民
路）、范 蠡 路（车 站 路 — 人 民

路）、八 一 路（车 站 路 — 工 业
路）、建设路（仲景路—独山大
道）、建设路（工业路—人民路）、
车站路（七一路—中达路）、光武
路（车站路—温凉河）、光武路
（独山大道—孔明路)、新东路
（张衡路—建设路）、南都路（信
臣路—杜诗路）、杜诗路（独山大
道—孔明路）、工农路（光武路—
范蠡路）、新华路（仲景路—独山
大道）热力管网，管网总长度 35
公里。

铺设35公里热力管网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新增
200台公交车，新开5条线路，加
密 15条线路，为 700台公交车
安装车载 WIFI、NFC手机刷卡
设备，建设100块智能化电子公
交站牌。

在公交车停靠点设置提示
标志；对已建设的仲景路、独山
大道公交车专用道完善相应的
设备设施，适时启用。

新建公交车专用道，在车站
路（信臣路—雪枫路)、孔明路
（信臣路—仲景路）、光武路（独
山大道—黄河路）、范蠡路（人民
路—孔明路）建设 28.4km的公

交车专用道。
规划建设慢行交通系统，积

极推进公共自行车租用系统、城
乡绿道系统、无障碍设施建设和
电动车、自行车停车位建设，逐
步实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
实物隔离，不断提高步行和自行
车绿色出行比例。

加大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
加快南阳中心汽车站、卧龙停保
场等场站建设进度。建设方庄
枢纽站，年内启动华耀城停车
场、姜营枢纽站立项工作。加快
东环路建设进度，全年完成投资
3.6亿元。

新增200台公交车，新开5条线路

全力推进内河综合治理工
程，确保梅溪河、三里河 3月中
旬前完成征迁工作。进一步加
快施工进度，强化对施工重点部
位和关键工序的质量、安全管
控，确保年底前全面圆满完成梅
溪河、三里河综合治理任务，十
二里河综合治理工程大头落地。

编制城市地下管线综合规

划，加强与地下空间、道路交通、
人防建设、地铁建设等规划的衔
接和协调，以道路建设统领管网
建设，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
则，合理安排地下管线和道路的
建设时序，力争一次敷设到位。
要建立施工掘路总量控制制度，
严格控制道路挖掘，防止“拉链
马路”现象。②5

年底前梅溪河、三里河治理完成

春季
植绿

我市全民健身活动精彩纷呈——

百姓乐享健康生活
□本报记者 高 雪

健康跑、健身瑜伽、体育舞蹈……2016年是推进健康中国和健
康南阳建设的开局之年，我市全民健身内容更加丰富，服务体系不
断健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持续完善，精彩纷呈的全民健身活动如
火如荼，让市民们享受健康生活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2016年，南阳市全民健
身大会活动开展时间更长、
项目设置更加灵活、活动内
容更加丰富。

据了解，2016年全民健
身大会项目设置有 30多个
大项，200余个小项，增加了
长跑、登山、自行车、街舞、健
身瑜伽等项目。活动时间提
前至 2月份开始，历时 11个

月。参加活动运动员8万余
人，间接带动全市 400余万
人参与其中。

2016年 2月 19日至 21
日，全民健身大会乒乓球联
赛首站比赛于市体育中心乒
乓球馆举办，是全民健身大
会第一个开打的比赛项目。
12月 24日，全民健身大会
自行车比赛在市体育场举

行，作为2016年南阳市全民
健身大会的收官项目，当日
40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
骑行。

过去一年，全市12个县
区参照市级全民健身大会举
办机制，利用重要时间节点，
开展形式多样的“一会一
品”、“一县一特色”精品活
动，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

2016年全民健身活动项目设置多

“白河沿岸跑道太适合
跑步锻炼了，广场上的体育
设施也更加完善了。”不少市
民纷纷表示。

2016年，我市持续加大
体育设施覆盖率。着力构建
县、乡、村群众身边的全民健
身设施网络，实施农民体育
健身设施提档升级工程。同
时，进一步优化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配套完善市体育中
心体育功能设施,满足人们

多样化健身需求。
新建 3个全民健身户

外中心、2个拆装式游泳池
和 50条全民健身路径；市
区内公园、广场、社区等更
新了 50套全民健身器材，
市中心城区“15分钟健身
圈”更加完善。全市除少数
偏远山村外，199个乡镇、
21个街道、4015个行政村
和 277个社区的全民健身
设施实现基本全覆盖，并延

伸至部分较大自然村。改
建了市体育场外场标准足
球场，升级改造了体育场外
围的10块篮球场。

此外，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不断健全，社会体育组织
建设不断加强，市级新成立
电子竞技、瑜伽、街舞和台
球等体育单项协会 4个，全
市市级体育单项协会有 30
个 、县 级 138个 、乡 村 级
3000多个。

健身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

我们的我们的““双创双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