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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
城乡建设民生项目唱主角

乡村民生项目多达

100 个

今年“民生开销”将达

80 亿元

综合文化站达到国家级标准

8 家

新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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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县情

1453
平方公里

113
万人口

新机遇新机遇
新突破新突破< >

< >民生动向

< >项目巡礼

本报讯（通讯员王静会 石珺月）10月23日，
在邓州市保障房建设工地，工人们上料、砌墙，
争取早日完工；投资 7800 万元的邓州市中医院
新院已呈现在人们面前……眼下，在邓州，一个
个民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有序推进。

邓州市委书记史焕立在接受采访时说：“邓
州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出发，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构建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

数字最有说服力：2011 年，邓州的“民生开
销”为 11.7 亿元，2012 年为 34.2 亿元，2013 年超
过 50 亿元，2014 年将达到 80 亿元。邓州，在抓
紧重大工业项目建设的同时，一大批民生项目
建设也呈几何式增长态势。

今年，邓州围绕丹江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目标，以“六城联创”活动为载体，全年计划
投资 70 亿元，全面提升老城，着力打造新区，朝
着“双百”（到 2030 年中心城区面积达到 100 平
方公里，中心城区人口达到 100 万）城市建设目
标迈进。其中，投资 24 亿元，做好湍北新区道
路和配套管网工程建设、湿地公园建设、四馆两
中心等项目建设；投资 20 亿元，用于城市社区
和城中村改造；投资 5 亿元，新建并扩建 13 条城
市道路；投资 4 亿元，开工建设两个水厂和城市
燃气管网建设。全面启动建设保障房项目、公
租房项目以及棚户区改造项目，共 4457 套保障
性住房。在医疗卫生方面，仅去年以来，邓州就
投资 6.7 亿元，新建了市中心医院、改建了人民
医院、筹建了中医院；投资 1.1 亿元，改扩建了
588 个乡（村）卫生院（所）。

在城市重点建设项目中，保障房建设、职业
教育学院规划建设、四馆两中心建设及中医院
迁建等民生项目逾 50 个，而在乡村，民生项目
多达 100 个，这些民生项目已经成为邓州城乡
建设的主格调。③10

新蔡县位于我省东南部，豫皖两省三市五
县接合部，总面积 1453平方公里，耕地 148万
亩，辖 20个乡镇、3个街道，361个村（居）委会，
总人口113万，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县。

新蔡是一个底蕴深厚、人文荟萃的千年古
县。上古时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至今已
有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2200多年的建县史，是
吕姓、蔡姓的发源地，干姓、梅姓的郡望地。夏
朝初年，伯夷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吕侯，
在此建立吕国；春秋时期（公元前529年），蔡平
侯迁蔡国（今上蔡县）至此，史称新蔡国，新蔡由
此得名；秦朝置县，历代不废，一度为州、郡治
所，东汉末年（约公元 210年前后）发展成为全
国著名的商业城市。境内有多处龙山文化遗
存，以及全国保护最好的明代孔子铜像、文庙大
成殿、我省唯一的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刘邓大
军渡河处等历史遗址和文化古迹，孕育出兵家
鼻祖姜子牙、中国志怪小说鼻祖干宝、延安时期
被毛主席称为“妈妈同志”的任锐、长卷画艺术
大师李丁陇、排球名将张蓉芳等古今名人。至
今广为流传的“仁义巷”的故事就发生在新蔡。

新蔡是一个环境优美、物产富饶的资源大县。
这里四季分明，土壤肥沃，盛产优质小麦、大豆、玉
米、芝麻、红薯、棉花等，绿豆、豌豆、豇豆等小杂粮
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连年稳定在
7.5亿公斤以上。境内有10万亩养殖水面、每年27
亿立方米的过境水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地下探明
磁铁矿储量5.7亿吨，相当于我省已探明储量的三
分之一，蕴藏丰富的地热能资源，具有较高的开发
利用价值，正在积极创建“中国温泉之乡”。这里生
态环境良好，全年空气优良天数340天以上，地表
水质达标率100%，是典型的中原“生态腹地”。全
县百岁以上老人100多位，超过联合国长寿之乡认
定标准，正在申报“中国长寿之乡”。

新蔡是一个地位重要、潜力巨大的新兴之
县。位于郑州、武汉、合肥三个省会城市的几何
中心，大（庆）广（州）高速、阜（阳）南（阳）高速在
境内交会，106国道纵贯全境。“十一五”期间被
省规划为地区性副中心城市；2014年 1月省全
面直管后，被定为地区性中心城市，正成为我省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大洪河复
航前期工作正在实施，“十三五”通航后，将成为
我省新的“出海口”。

近年来，新蔡县全面实施打造生态水城、建
设仁义之乡战略，加快推进科学发展、富民强
县，经济社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③9

本报讯（记者曾昭阳 通讯员赵学风 宋超喜）
10 月 23 日，在新蔡县余店镇未来生态园里，爬满
藤架的黄瓜青翠欲滴，棱角分明的秋葵新鲜诱
人……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准备外销，丰
收的喜悦写在菜农的脸上。

近年来，作为农业大县的新蔡县坚持“生态
立县、绿色发展”理念，按照“高产、优质、高效、
生态、安全”的要求，以高效农业种植区建设为
载体，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指导，有序
推进土地流转，生态农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
好势头。

科学规划，打造生态农业合理格局。县里
编制完成全县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规划，着力
建设红薯生产加工、稻米生产加工、有机蔬菜生
产、生态观光休闲农业等农产品生产基地。通
过培育一批较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
一批有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绿色模式，实现生态农业循环发展。推广
有机种植模式。在生态农业种植基地以测土配
方施肥为重点，推广减量化、精准化的施肥技
术，增施有机肥，科学使用农药；推广秸秆还田、
过腹还田、青贮氨化、食用菌种植等技术，避免
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大力建设农村沼
气。注重把农村沼气建设与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发展农村经济结合起来，积极推广应用“畜
—沼(渣、液)—菜”，“畜—沼(渣、液)—鱼”等高效
生态农业循环模式，促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实现变废为宝。

品牌带动，引领生态农业纵深推进。围绕
蔬菜、畜禽、林果等特色产业，县里加快建设集
中联片、环境良好、设施精良、生产标准、高产高
效的种植基地和养殖小区，积极建设一批具有
新蔡特色的生态、原生态农产品示范基地。同
时立足丰富的观光农业资源优势，以建设现代
农业综合示范园区为平台，大力发展休闲观光

农业，提升农业产业的集聚化、规模化、生态化，
创建区域品牌，使之成为展示生态农业建设的
窗口。

目前，该县已扶持发展未来生态园、丰园生
态蔬菜种植基地、勇琦生态庄园、梁樊庄黄金梨
园等一批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培育壮大天龙禽
业、莹坤薯业、麦佳食品等一批省、市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享誉县内外的“水上漂”酱菜、

“顿岗牌”大米、棠村“三粉”、金大麦茶等现代
农业区域品牌，成为新蔡生态农业对外展示的
特色和名片。

“新蔡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最大的亮点在农
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新蔡县要大力扶持
生态农业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促进全县生态农业发展由生态优
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叫响新蔡生态农业品牌。”
谈起生态农业发展，新蔡县委书记王景峰信心
满怀。③10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孙海峰）“我
是李寨镇村民，双腿股骨头坏死，现已瘫床两
年，想申请农村低保。”10 月 24 日上午，在永城
市人民广播电台《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室，针
对一名听众反映的问题，李寨镇有关负责人
一边认真倾听，一边耐心细致地解答，并表
示，下线后将到其家中了解情况，如果符合低
保办理条件，会及时帮助他办理。

当日上午，永城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局、
黄口乡、顺和镇、李寨镇等 5 家单位和乡镇有
关负责人走进市人民广播电台，做客《政风行
风热线》，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意见和建议，
热情解答听众提出的疑难问题，并通过电波

向广大听众介绍有关工作。
作为全面落实省直管的各项政策、深化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举措，自今年 3 月
份起，该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全新改版升
级，建立起由永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今日永
城报、汉兴网“四位一体”多媒体联动机制。每
周二、周四上午 8：30—9：30 为集中上线时间，
由乡镇、市直单位“一把手”带队上线，以接听、
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为主，相关
部门和行业领导在线解答。每周一、周三、周
五上午 8：30—9：00 由主持人、听众、各职能部
门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转接咨询电话，及
时帮听众解决问题。改版节目开播伊始，就受

到了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解决问题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工作的

首要任务，也是“热线”生命力之所在。为做好
上线工作，让热线“热起来”，该市成立了由市
纪委、监察局、广电局、纠风办等有关单位负责
同志组成的“政风行风热线”领导小组，并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听取“热线”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制定并实施各项工作措施。同时，各
上线单位也成立相应组织，明确“一把手”负总
责，抽调专人具体实施，使上线工作操作规范，
进展顺利。栏目通过跟踪回访、现场走访等形
式，督促有关单位加大办理群众诉求事项的力
度，增强了群众对栏目的关注度、满意度。

永城“政风行风热线”自 3 月份全面改版
以来，截至 9 月底，全市共刊播“政风行风热
线”节目 56 期，共计 322 个上线单位，1199 名
同志走进直播室与听众交流沟通，共受理咨
询、投诉 1452 件，当场解答 650 件，转相关单
位下线解决 688 件，办结回复率 92.1%，群众
满意率 96.5%。

“永城‘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不仅是替老
百姓说话的地方，而且是加强和改进政府职
能部门和服务行业工作作风的有效方法，也
是实现纠风工作‘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目标
的有效途径。”永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兴
中如是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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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刊播节目

56期

●受理咨询投诉

1452件

●当场解答

650件

●下线解决

688件

●办结回复率

92.1%
●群众满意率

96.5%

固始：
百姓演 百姓看 百姓乐

本报讯 （记者胡巨成 通讯员杨 明）“俺
们的好声音，比电视上的还俏吧（方言，好）！”华
丽的舞台、绚丽的灯光、迥异的唱法、多样的曲
风、激烈的角逐、500 多名选手的现场演绎、10
多万人次观众……从 7 月下旬启动的持续两个
多月的首届“固始怡和好声音”总决赛 10 月 12
日落下帷幕。

在“怡和好声音”激战正酣之时，“天天有
戏 戏送万家”、“星光大道明星冠军团演唱会”、

“文化河南欢乐中原”、“固始首届皮影戏展演大
赛”、“教你一招”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遍地开
花，让固始县群众享受了一场又一场视听盛宴，
过足了瘾。

“怡和好声音场场爆满的现场告诉我们，文
化只有扎根基层、广接地气，才能有人气、有活
力。”固始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彭爌说。

近年来，固始县以开展各项群众文化活动
为载体，以重大节会为契机，组织民间花会、民
间说唱、民间戏曲、皮影戏、玩旱船、花挑舞、灶
戏、大鼓书等 30 多个民间文艺团体长年在城乡
巡回演出。把舞台交给群众，让广大群众都参
与进来。75 岁高龄的胡族曲剧团团长方桂荣，
自掏腰包排练《魏敬夫人》、《开彰圣王》两部大
戏，让省文化厅领导都直夸“不可想象”。皮影
艺人孟广新长期在外县和外省演出，穿梭在全
国各地，年均演出 300 余场次。

全县 33 个乡镇、办事处全都建起了综合文
化站，并免费对外开放，其中有 8 个已达到国家
级标准。文化站通过开展系列文化活动，方便
群众就近参与各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农民看书难、看文艺演出难的问题。南大桥乡
的跑旱船，蒋集镇的花挑舞，陈淋子镇的锣鼓十
八番，秀水办事处的灶戏、大鼓书等都成为文化
站的金字招牌。

依托陈元光广场、成功广场、时代广场、秀
水公园等广场游园平台，该县成立了广场舞、瑜
伽、太极拳、太极剑等健身队 10 余个，每天开展
广场会演、歌舞表演、健身休闲等为主要内容的
广场文化活动，每天参加健身群众近万人。

“从以往的‘我看’到现在的‘我演’，从‘政
府搭台，政府唱戏’到‘政府搭台，百姓唱戏’，老
百姓演、老百姓看、老百姓乐，群众真正成了文
化活动的主体。”固始县文广新局文化艺术股股
长祝孔祥说。③7

生态农业“枝繁叶茂”
新蔡

永
城

“四位一体”打造
政风行风热线特色品牌

永城市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精心打造宜居城市，图为永城风貌。 资料图片

▲10 月 20 日，新蔡县栎城乡张庙村孔秀英家院子里挂满金黄色的玉米
穗。秋收时节，新蔡乡村处处披满“黄金甲”，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⑤4

曾昭阳 赵学风 摄

▶10 月 20 日，新蔡县化庄乡邹大庙村果农张学清正在采摘晚秋黄梨上
市。据张学清介绍，今年他家种植的晚秋黄梨由于加强了科学管理，亩可收
入近万元。⑤4 曾昭阳 赵学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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