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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年，开封市
委、市政府提出破解民生“八
需八难”。最为开封市民关
心和关注的“民生施工图”就
此展开。2019年，市委、市政
府的这项重要民生工程进展
如何，都解决了哪些“市民最

需、市民最难”的问题？1月
13日，开封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2019’年破解‘八需
八难’事件民生实事落实情
况”系列新闻发布会，向开封
市民报告2019年破解“八需
八难”的成绩单。

据了解，两年来，开封市
财政共投入民生资金超过
560亿元，解决了一批群众所
急所需所盼的大事。2019
年，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了
《破解民生“八需八难”百项

任务清单》，又从中抽取了群
众最急最忧最盼的十件民生
实事，向全市人民作出承
诺。一年来，开封市坚持政
府过“紧日子”，把更多财力
投向民生领域。全年共投入
280亿元，超过财政支出的
70%以上，确保了省、市民生
实事全部落地见效，兑现了
政府承诺。

在推进“八需八难”百项
任务清单、十件民生实事的
同时，市委、市政府还及时回
应群众关切，比如，从去年12
月1日起，实施了市区公办小
学课后延时服务，得到了广
大家长的赞誉：还实施了“5+
2”政务服务无休日办事、80
岁以上老人津补贴领取“掌
上办”等一批没有列入“八需
八难”的民生实事，极大方便
了群众。

同时，2019 年 11 月下
旬，市委、市政府对2020年
的民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为了更加贴合群众期
盼，12月上旬，通过网络、新
媒体等各种形式，广泛征集
群众对 2020年民生实事的
想法和建议。市委、市政府
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
了认真研究，本着“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梳理
出了 2020 年破解民生“八
需八难”任务清单，又从中
选出群众急需急盼的十件
事，作为 2020 年的十件民
生实事，进行重点关注。目
前，新的“八需八难”任务清
单和民生实事清单已经完
成了初稿，在市“两会”上征
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
见之后，将以正式文件形式
向广大市民公布。

2019年度开封十件实事全部完成，2020年十件民生实事将在市两会后公布

去年向民生投资超财政支出7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郑松波 文图

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让群众有一份安稳
的工作

打出了就业政策“组
合拳”，聚焦大学毕业生、
农民工、退伍军人、贫困家
庭等重点群体，综合运用
创业就业、帮扶就业、培训
就业、转移就业等措施，全
年 新 增 城镇就业 7.03 万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2.06万人，新增返乡下乡
创业1.28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4%以内。

把教育当成最大的民生工
程，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大力推进优质教育资
源倍增工程三年行动计
划，全年新建、改扩建中小
学幼儿园 69 所，新增学位
2.46 万个；实施市区公办
小学课后延时服务；优先
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吸引
更多年轻人投身教育事
业。

畅通城市内循环，便捷群
众出行

相 继 打 通 了 内 顺 城
路、小李庄西路、黄河大街
北延等一批断头路；完成
了滨河路与公园路、汉兴

路与夷山大街交叉口等交
通路口的渠化改造任务；
增设了 1.2 万个公共停车
位，优化公交线路27条，公
交专用道达到 20 公里；开
展交通秩序治“堵”行动，
整治了5个重点区域和20
个拥堵点，对 17 个路口实
施优化管制，初步实现了

“能进来”“停得下”“出得
去”的目标。

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保障
水平，增强群众就医获得
感

着 力 构 建 110、120、
119快速联动机制，新购置
4 辆急救车，建成城市 15
分钟院前急救圈；新建中
医馆 20 家；全面实施公立
医院药品零差价销售，将
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
日常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足额发放困难群
众医保补贴。

深化“放管服”改革，便捷
群众办事

推进“一网通办”前提
下的“最多跑一次”，建成
全市 119 个乡镇（办事处）
综合便民服务大厅，首批
100 项贴近民生的政务服
务 事 项 实 现 了“ 全 城 通

办”，开封政务服务指标评
价居全省第一位。同时，
还实施了“5+2”政务服务
无休日办事、80 岁以上老
人津补贴领取“掌上办”等
一批民生实事。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

全年共整治提升农贸
市场 6 个，“互联网+明厨
亮灶”上线企业达到 1842
家，大幅提升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能力，让群众吃得
更安全、更放心。

持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确保群众住有所居

2019 年，全市各类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成
新开工 5643 套，基本建成
6727 套，竣工 6251 套，按
期发放公租房租金补贴
2144 户；投入老旧小区改
造资金 1.2 亿元，完成了
对 148 个老旧小区的道路
硬化、下水管网维修、安
装 路 灯 、墙 体 和 楼 道 粉
刷 、环 境 及 绿 化 等 的 整
治，涉及楼房 1468 栋，受
益群众达 53061 户；拨付
各级补助资金 1.37 亿元，
完成改造农村危房 7707
户。

加强供暖供气管线建设，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和用气
需求

全年共铺设供热主管
线 32 公里、中压管网 164
公里，城区集中供热覆盖
率达92.8%，城区燃气气化
率达 97%，县城燃气气化
率达 76%，群众生活更加
便利。

全力打造宜居环境，城市
魅力更加彰显

坚 持 水 资 源 用 途 管
制，遵循“充分挖掘当地水
源、加大利用再生水源、严
格控制地下水、用足用好
黄河水、积极争取长江水”
的原则，科学配置生活、生
态、生产用水，以南水北调
入汴、引黄水系建设为重
点，同时推进中水、雨水、
洪水资源化设施的建设，
构建多源调配水网；实施
系统修复水生态，依托大
运河，恢复古汴河，以惠济
河为试点，实施分类修复、
试点带动，逐步开展马家
河、黄汴河等重点河流生
态系统建设，构建河湖绿
色生态廊道，维护河湖健
康生命。全市造林绿化
16.87万亩（其中国储林8.9
万亩），完成城市绿化 0.7

万亩、生态廊道建设9万余
亩；依托连霍、大广、郑民
高速和开港大道（十三大
街）重点建设环城生态廊
道，造林 2.8 万亩，打造了
总长 120 公里的生态景观
长廊和围城生态屏障，其
中开港大道每侧绿化宽度
达到了150米；农田防护林
和防风固沙林分别完成
2.36 万亩、3.8 万亩。大力
开展村庄“三清一改”集中

“清零”行动，完成户厕改
造22.8万户，全市700余个
村庄的村容村貌得到整治
提升。扎实推进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以“三铁”
治“三散”，建成水系绿廊
33 公里；建成一批街头公
园 游 园 ，城 区 新 增 绿 地
194.2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36.1%。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新建一批城市书吧，
24小时电子图书借阅服务
网覆盖全市；加快推进体
育馆、城摞城遗址展示馆、
民间博物馆集聚区、大宋
中医博物馆、宋词馆等新

“五馆”建设；组织各类送
文化下基层活动 2.5 万余
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加丰富。

十件实事详解

菊花文化节期间，开封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