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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篇永城篇
直管一年看变化直管一年看变化

统筹 宋华茹 组版编辑 刘一宁 2015年 2月 3日 星期二

省直管是体制改革的创新，更是加快发展
的机遇和动力。一年来，永城市乘省直管的春
风，着力在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加强信息化基
础建设，促进科技进步等方面提档升级。

——永城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局长
王家允

直管这一年，永城市对企业在资金、土
地、税收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优惠政
策，切实解决了很多企业发展难题。

——河南福鼎森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 渊

省直管一年来，永城市进一步巩固就业成
果，全市继续保持比较充分就业。同时，以扩
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为抓手，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民生，实现了社会保险全覆盖。劳动保障监察
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严格执法、热情服
务，保证了各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的贯
彻实施，更好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永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书记 陈 晓

实施省直管一年来，我感觉各单位的行
政效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都
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市行政服务中心变多部
门受理为“一窗式”服务，以前需要来回奔波
很多天、多头跑的事情，现在在办理时限内都
能及时办好，给老百姓省了不少事。

——永城市卧龙镇群众 朱学建

过去一年，城关镇紧紧抓住省直管的历史机
遇，以为民、惠民为根本，以转变作风为动力，以

“富民强镇，百强晋位”为目标，着力抓改革促创
新，保民生促和谐，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环境变美了，群众收入提
高了，生活富裕了。③11

——永城市城关镇党委书记 陈殿峰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 通讯员宋超喜）“县实
验小学与我们合作办学，我们的师资力量强了，教
育理念新了，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资源！”1 月 29 日，说起新蔡县实施的老城区与新城
区合作办学，位于县城新区的月亮湾小学校长陈冬
丽兴奋不已。

2014 年秋季开学以来，新蔡县大力实施区域合
作办学，通过“老校+新校”、“强校+弱校”等模式，发
挥优质学校带动作用，促进新校跨越发展，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缓解了城区学校“大班
级”、“择校热”的现象。

去年以来，新蔡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各项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件一件抓落实，不断提
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改善民生，新蔡首先从生态建设抓起。该县
牢固树立“抓生态就是抓发展抓民生”的理念，把
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目前已创成省级生
态乡镇 10 个、省级生态村 18 个，新造林地 1.08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19.9%。为打造生态宜居现代新
城，县里重点规划实施“三条景观带”、“四个水景
公园”建设。目前，“四个水景公园”全面开工，劝
学园、问津园等游园基本建成，北湖公园、东湖公
园初具雏形。

把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民生问题
的关键环节来抓，去年全县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6401
人，其中 2688 名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全县没有零
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责任目标。社
会保障保险面不断扩大，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 52.02 万人，发放养老金 33064.73 万元。

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去年以来该
县筹措资金 2 亿元对县医院进行新建，高标准对
19 所乡镇卫生院进行改造。推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新农合参合率达 98.4%，住院补偿封顶线提
高到 20 万元。全县所有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
率销售，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收费价格进
行严格控制。对全县村级卫生所实行统一管理，
初步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救治体系与城乡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同步发展格局。

“住有所居”是每个百姓的期盼。县里强化保
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严抓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确
保保障性住房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建立健全
分配和运营监管机制，确保分配过程公开透明，分
配结果公平公正，严把公平分配关。目前，2013 年
度 1.14 万套保障性住房主体已完工，2014 年度 3000
套保障性住房建设已全面启动。

新蔡县委书记王景峰说：“民生无小事，点滴总
关情。我们站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注重
把顺民意、解民忧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
心坎上，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确保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③12

本报讯 （记者何可 通讯员周金珂）“免费培
训结束后，不仅能拿到职业技能证书，还能直接
上岗，真是天大的喜事。”1 月 28 日，巩义市永安
街道办居民李璐璐高兴地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
业意向书。

21 岁的李璐璐是巩义市人社局主办的定向
培训项目的受益者。去年以来，该局开展了技能
培训的新模式——“培训后即时上岗”。通过培
训，不仅提高了就业者的劳动技能，而且还解决
了就业岗位。

为全面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让没有一技之
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就业，巩义市整合各方
面资源，充分发挥人社、教育、农业、民政、扶贫、
残联等部门的作用，面向城乡所有有培训意愿的
劳动者，大力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培训
范围。

为此，该市人社局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面向全市各类培训机构重新进行了评定，巩义
黄河职业培训学校等 11 家就业培训机构脱颖而
出。为了进一步摸清劳动者的就业培训需求，在
2014 年初，他们就广泛发布了培训意愿征集表，充
分了解用工单位和求职者的各自需求，提高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该市还对培训合格的残疾
人每人给予 2000 元自主创业补助，提高了残疾人的
就业能力。③10

“民生事”办到
群众心坎上

新蔡

改善民生办“实事”

巩义

给就业者送“金钥匙”
2014 年是省全面直管第一年，永城市团

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抢抓省全面直管
和全面深化改革机遇，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务实重干，开拓创新，各项
工作取得新成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
进展，富裕、文明、平安、生态、幸福新永城建
设迈出新步伐。

直管一年来，我们感觉到最直观的变化是
体制顺了、效能高了，减少了行政层级，提升了
办事效率；最显著的变化是定位准了、发展快
了，立足永城实际，找准发展坐标，率先务实发
展；最突出的变化是方向明了、路径清了，坚持
产城互动、工农互补、城乡互通，率先走出一条
具有永城特色的“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科
学发展的路子；最可喜的变化是项目多了、后
劲足了，直管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最欣慰的变化是社会稳了、民心顺了。初步测
算，2014 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412 亿元，增长
10%左右。境内财政总收入完成 67.67 亿元，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77 亿元，收入规模
居全省第 3 位、直管县第 2 位；支出 58.77 亿元，
居全省第 1 位。

省政府出台的支持省直管县（市）发展的
50 条意见，含金量非常高。借着省直管的东
风，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勇当科学发展排头
兵、争做深化改革先行者、打造统筹城乡示范
区”的总体目标，坚持以“一城五区”为载体

（即：做大中心城市，做靓新型农村社区，做强
产业集聚区，做优现代农业示范区，做实商务
中心区，做活文化生态旅游区），着力抓好产
业集聚区和商务中心区建设、道路交通、城市
创建、新型城镇化、平安建设、作风建设“六项
重点工作”，实现产城互动、工农互补、城乡互
通，走出一条具有永城特色的科学发展的路
子。③9

评定就业培训机构

11 家

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10 个

新造林地

1.08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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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
率先发展

□□永城市市长 马富国

直管一年
听民声

升级城市功能
全力打造宜居永城

变废为宝，还永城如画风景。1 月 30 日
上午，阳光暖意融融，记者来到日月湖畔。北
风吹起波光粼粼的湖面，碧波一层赶着一层
欢快地向岸边涌来，有节奏地拍打着湖岸，清
新的空气沁润肺腑。“你别看现在这么漂亮，
以前这里因为采煤沉陷，道路断裂，房屋倒
塌，农田积水达 1.5 米以上，到处都是沼泽、滩
涂、坑洼地，被当成垃圾场。”该市城关镇原马
岗村村民马四海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村以前
就在这里。

永城变废为宝，对东西城区间的采煤沉
陷区进行综合治理，总投资 10 亿元建设面积
24 平方公里的日月湖生态景区，经过全市上
下几年不懈努力，日月湖生态旅游区雏形初
步显现，永城人民也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日月湖向东数公里外，与沱河相连的
另一个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侯岭乡還
金湖薰衣草庄园也在 2014 年绽放出异样的
光彩，紫色的薰衣草吸引了无数永城市民和
周边县市的游客前来观光。日月湖、還金
湖，两湖争辉，绿意满城，其产生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成为永远“挖”不完
的资源。

“六城联创”，打好城市提质战。通过
几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永城城市绿地面积
达 1480 公顷，绿地率 34.83%；绿化覆盖面积
1862 公顷，绿化覆盖率 43.81%；公园绿地总
面积 445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55 平
方米。永城正向规划科学、功能完备、处处
皆风景的生态宜居城市迈进。 2014 年，永
城市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市；国家园林城市
正式授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功通过专
家评审。

加快转型升级
努力建设富裕永城

投资 15 亿元的博得铝业项目铝棒、合金
棒、陶瓷过滤板车间已投产；投资 17.6 亿元
的中录电缆项目高导铝杆车间已投产；投资
11 亿元的 20 万吨乙二醇项目已完成建设；
投资 12 亿元的盈和装备物流园项目一期投
入运营；投资 5.8 亿元的麦客多食品项目已
投产；安钢集团闽源特钢有限公司新上年产
120 万吨特种合金钢材料生产线项目，已开
始试运行；金博大、红星美凯龙、欧蓓莎、亿
丰广场等一批投资 10 亿元左右的项目进展
顺利……

依 托 煤 炭 资 源 ，永 城 确 立 了 铝 精 深 加
工、装备制造、煤化工等主导产业，拉长煤—

电—铝—铝精深加工、煤—煤化工—精细化
工、煤—电—新型建材等产业链，坚持延链
补链发展，配套招商引资，培育壮大产业集
群 ，加 快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工 业 结 构 日 趋 合
理 。 2014 年 ，永 煤 、神 火 两 大 集 团 对 全 市
GDP 贡献率比 2008 年下降 21.6%。在全国、
全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型城市发展不
景气的形势下，2014 年，永城经济发展成果
丰硕。

建设美丽乡村
扮靓永城农民新生活

“谁家卫生搞得好不好，看看门口的‘星
星’就知道。”演集镇陆楼村秦学英指着钉在
自家门旁的“十星级文明户”标识，笑容灿烂
地对记者说道，演集镇在农户中广泛开展“十
星级文明户”“清洁之星”等评选活动，由群众
自发组成“美丽乡村建设理事会”，26 名理事

会成员每月 20 日集体逐
户巡查，现场拍板，好的
加星，差的减星。

城 关 镇 南 关 村 村 民 胡 勤 亮 高 兴 地 说 ：
“以前村里环境很差，道路不好走，外边的
车都不愿进村。现在可好了，道路硬化了，
直接通到家门前，有了保洁员，垃圾每天清
理，水冲式公厕也建起来了，环境整洁卫生
多了。”

2014 年，永城市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
突破口，对有明显特色产业或田园风光、有
明显文化特色或历史遗存的一般村，着力打
造美丽乡村。对道路沿线和乡镇政府驻地、
旅游景点所在地的 592 个村庄开展环境整
治，营造了畅、洁、绿、美的居住环境，被评为
省 2014 年 度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工 作 先 进
市。③9

2014，给永城点个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完成增加值 12.2%亿元204
高耗能产业比重 5%
工业投资完成 15.7%亿元115.7
信息化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万元33950

人6100

落实科技项目经费 360 12万元 开发新产品 个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认定 5
城镇新增就业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人2500

制图制图//党党 瑶瑶

日新月异的城市奏响了炫
彩华章，各具特色的乡村演绎
着万种风情……在永城，城市、
乡村，行之所至，天蓝地绿、城
乡辉映、自然和谐的生态美景
令人赞叹不绝。

这一切，缘于永城150万人
民共同追求并为之拼搏的目
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工农互
补、产城互动、城乡统筹、生态
宜居，具有永城地方特色的‘田
园城市’”。

省全面直管一年来，围绕
这个目标，永城大手笔描绘城
乡建设的恢弘蓝图。城市建设
佳作迭出、亮点频现；产业集聚
区和商务中心区势头迅猛、态
势喜人；乡镇建设异彩纷呈、特
色鲜明。

日月湖日月湖 沱滨公园沱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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