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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 柏 县 ：民 生 工 程 顺 民 心

“没想到这么快就住上了宽敞明
亮的单元房，小区的环境也很好，全
家人再也不用挤一间小平房了，日子
真是越过越舒坦！”日前，入住保障房
的桐柏县毛集水泥厂下岗职工毛光
成，拿着新房钥匙，激动地告诉记者。

新一批保障房的建成交付是桐
柏县实施民生工程的又一硕果。今
年以来，随着桐柏县民生工程十件实
事的相继完成，老区百姓切实感受到
了“幸福指数”的节节攀升：

开展绿满家园、清洁家园、美丽
乡村建设“三大行动”，深化“四创一
争”文明创建成果，推进国家级生态
县建设，桐柏的天更蓝、水更碧、空气
更清新，群众舒心生活在“绿、洁、畅、
亮、美”生态宜居环境中，“养生福地”
名不虚传。

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先后
投入资金近 2 亿元，新建了淮北中学
等 8 所学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落
实；公选 475 名教师，队伍结构更加
优化；拨付专款表彰奖励优秀教师和
优秀学生，全县高考成绩创造新的
辉煌。

着力提高城乡医疗水平，县综合
医院、卫生监督所、120指挥中心即将
建成投用，16个乡镇卫生院改扩建工
程全部完成，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参保范围持续扩大，新农合参合率达
95%以上。

最是民生动人心，一枝一叶总关
情。近年来，桐柏县牢固树立“以民
为本”的“大民生”理念，坚持以改善
民生为导向，千方百计增加民生投
入，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在优化环境、
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务实举措
谋民利、解民忧、暖民心，最大限度提
升群众生活质量，让发展成果惠及老
区人民。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这里发展
基础差、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较
多。面对困难，我们始终坚持改善民
生为先，从百姓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入手，深入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
以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推进‘幸
福桐柏’建设。”桐柏县委书记莫中
厚、县长贾松啸表达了他们的民生
情怀。

立足实际
聚焦难题纾解民忧

改善民生重在体恤民情，“雪中
送炭”。桐柏县坚持每年公开征询、
选定一批群众迫切要求办理的实事
作为年度重点民生工程，列入目标考
核，以强有力的措施破解民生难题。

教育振兴破解“上学难”。近年
来，桐柏县教育教学质量与先进县份
相比，差距明显，广大群众对此反映
强烈。为此，桐柏县委、县政府把实
施“教育振兴工程”列为全县十件大
事之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
之成为“希望工程”。县里成立了高
规格的教育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完善对教育工作的考评机制和问责
制度。对贫困学生，免除学杂费并每
月发放助学金。按照县域教育均衡
发展的总目标，科学调整学校布局。
加快县城中小学校建设步伐，投入巨
资新建、改建了城关实验小学、淮北
中学等 8 所学校，缓解了城区学校大
班额问题。加快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使之与就学需求相适应。进一步加
强校长队伍建设，规范对校长的培
养、选拔、任用和交流制度。建立人
才引进机制，教师队伍结构更加优
化。加强岗位编制管理，富余教师一
律充实到教学一线。完善教师培养
培训体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切实
提 高 全 县 教 师 专 业 水 平 和 道 德 素
养。及时拨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
费，教育费附加由县财政足额拨付。
这些硬措施使该县高考成绩连续两
年实现飞跃，增强了全县人民对教育
事业的信心，出现了外流学生结队返
乡就学的可喜局面。

引水工程破解“用水难”。近年
来，由于气候原因，桐柏遭遇连年干
旱，缺水问题愈发凸显，严重影响到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为了让城乡居
民用上安全放心水，县财政拿出 1 亿
多元资金，铺设管网 39 公里，实施了
赵庄水库引水、城区第一水厂扩建等
重点饮水工程，县城居民基本摆脱了

“吃水难”。同时，抓好“小农水重点
县”建设，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和节水
改造工程，整修农村塘、堰、坝，新增
和改善灌溉面积 1.5 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16 平方公里，农业用水条
件进一步改善。投资 4600 余万元实
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受益村民达 10
万多人。

科学规划破解“行路难”。“要想
富先修路”，已成为桐柏山区群众的
共识。桐柏县位于桐柏山腹地，受制
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道路建设难度
大、成本高，出行难成为制约山区人
民脱贫致富的“拦路虎”。桐柏持续
实施“村村通”、“组组通”及“便民桥”
工程，累计完成“村村通”970 公里、

“组组通”1240 公里，修建便民桥 800
余座，实现了全县所有行政村通水泥
路（油路），一半以上自然村通水泥路
的目标。同时，加快建设城乡道路，
新修县乡公路 249 公里，并开展公路

“通达杯”、“好路杯”竞赛活动，提升
了县乡公路养护管理水平。

加大投入破解“保障难”。社会
保障乃民生之安，关系着每个人、每
个家庭的福祉。桐柏县坚持“广覆
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
建立完善与社会保险、救助、福利相
衔接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
民生之本，该县多策并举力促就业规
模不断扩大。去年以来，全县城镇新
增就业 10892 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 3052 人，就业工作荣获全省先进
称号。再就业扶持政策得到有效落
实，先后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6850 万
元，免费职业介绍 13334 人，成功率
达 70％以上。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金

“保生活、促就业”双重作用，全县失
业率始终控制在 3.5%以下。积极推
动基本医疗保险及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工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参保率达 85%。完善低收入群众生
活保障、五保户供养、特困户和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保障体系建设。实行
“以奖代补”政策，提高农村五保集中
供养率，今年已新建、改扩建乡镇敬
老院 4 所。全县已基本建立起以城
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重点，以
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发放租
赁补贴等保障形式的住房保障体系，
先后实施保障性住房项目 8 个 4200
套，总建筑面积 26万平方米。

着眼长远
加快发展保障民生

发展是民生的基础，改善民生根
本在于依靠发展提供永续动力。桐
柏县立足本地实际，大力推进县域经
济发展，以发展推动民生持续改善。
他们依托资源优势，以产业集聚区为
平台，围绕壮大主导产业，培优扶强
金银矿产、碱硝化工、农副产品加工
三大优势产业和非金属开发、机械制
造两个后续产业，中源化学、三源粮
油、东裕精密金属等一批工业企业长
成“大个”，为县域经济持续发展备足
了后劲。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该县
大力发展茶叶、林果、中药材、花卉苗
木、蔬菜等特色农业，推动其规模化、
产业化经营，走高效生态经济发展之
路。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培
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
家庭农场等。目前，全县年销售收入
或产值达 50 万元以上的农副产品加
工与流通企业已达到 52 家，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 312 家、家庭农场 30
家。实施生态农业工程，先后对茶
叶、水稻、中药材、蔬菜等 10 余种近
90 万亩的农产品进行了无公害产地
认证，带动农民年户均增收 2000 元
以上。依托良好的生态和独特文化
资源，加快文化旅游业发展，壮大第
三产业规模，为群众增收致富开创新
路子。全县围绕景点、景区发展农家
乐餐馆 600 多户，年综合收入达 3000
万元以上。今年以来，全县旅游接待
量达 307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4.9亿元。

优化生态
扮靓环境改善民生

优化人居环境，改善生活品质，
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是发展民生
的必然要求。桐柏县在成功创建省
级生态县的基础上，以国家级生态县
创建为载体，着力建设“生态桐柏、美
好家园”，打造优美的城乡居住环
境。围绕“生态宜居城镇”的定位，坚
持高起点规划、高品位建设、高标准
管理，先后投资建设了“两桥两库”、

“两馆两个中心”、“三厂四园六坝”、
“十二条道路”等一批重点市政工程，
形成了“两区互动、三库截流、四园呼
应、五坝蓄水、六桥飞架、七纵九横”
的生态城镇新格局。以“山青、水碧、
天蓝、地绿、街净、城美”为标准，在南

阳市率先实施城区环卫、绿化物业化
管理，城市品位不断提升。新建、改
扩建一批专业市场、公厕、垃圾中转
站，城区所有主路街和背街小巷全部
实现亮化、硬化。建立了污水处理厂
和垃圾处理场，形成了覆盖全县的污
水收集处理网络。强化治理城区河
道，使县城内河沿岸成为居民休闲的
好去处。目前，县城绿化覆盖率达
44.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0.36平方
米，街道绿化率达 98.14%。呈现出

“城在山中、水在城中、楼在绿中、人
在画中”的生态城镇画卷。同时，大
力开展城市品牌创建，常年开展“四
创一争”活动，持续提升档次、深化内
涵、完善机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先
后荣获“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等“国”字号品牌。着力
打造“美丽乡村”，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定位，挖掘
丰富淮源山水生态文化内涵，打造特
色小城镇，启动了淮源陈庄、月河徐
寨等地“美丽乡村”建设。以“清洁家
园”活动为载体，以宜居宜业宜游为
目标，实施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有效改变了农村脏乱差面貌，推
动全县生态环境大变化、大提升。

转变作风
务实高效服务民生

改进作风、务实为民、高效服务
是发展民生的重要保障。桐柏县坚
持把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作为首要工作来抓，通过扎实践行
群众路线，深入开展以“改进作风、优
化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环境”为主题
的“一改双优”活动，推动机关作风转
变和服务效能提升，营造为群众干实
事、办好事、解难题的良好环境。在
县直机关组织开展“三亮三评”活动，
着力解决“为官不为”、“中梗阻”、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
机关作风转变。规范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及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运行程序，打造便民高效的政务
环境。完善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
时办结等制度，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严格规范部门执法行为，杜绝“吃、
拿、卡、要”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
款、乱检查现象。加强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开展

“千名干部进万家”活动，密切干群关
系。加大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包联共
建工作，帮助分包村加强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和村“两委”班子建设，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至目
前，全县 110 个县直包联共建单位共
为分包联系村办实事 1200 余件，筹
措资金 3600 余万元，促进了农村的
发展与稳定。“现在见干部容易了，办
事方便了，干事环境好多了！”谈起如
今干群关系的新变化，埠江镇众多村
民都有切身感受。该镇党委书记付
兴伟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以来，党员干部改进了作风，
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社会
环境都有了大的变化，干部群众之间
可以说架起了解决问题的直通桥、富
民工程的互助桥以及为民服务的连心
桥。而干部作风的转变，又带动了民
风的转变，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民心工程润民心，喜看淮源气象
新。一项项民生工程记录着桐柏县
决策者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记录着
党员干部的无私奉献，记录着桐柏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对民心工
程的支持参与。以生态相伴发展，以
幸福引领发展，用发展改善民生，“美
丽桐柏”的长卷已悄然展开，桐柏老
区的明天更美好！

统筹 曲 岩
执行 石 宏 杜福建
撰文 杜福建 陈 康
摄影 张 强 杨玉红

刘 军 徐笑影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前排左二）在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
（右三）、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前排左一）、县长贾松啸（右四）等陪同下
参观桐柏红色廉政文化展馆

城市小品，彰显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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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帘古寺，享誉中外

弱势群体，住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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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园风光，旅游新景

山舞银蛇，如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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