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抓住春季有利时节，在城市周边开发绿地、广植林木，在高速互通
区铺设草坪，推进生态廊道建设，“人在绿中走、车在林中行”的生态美景初
现。15 黄耀辉 王磊 摄

推进生态廊道建设
打造宜居乐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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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孟夏时节，百花斗艳。日前，在平顶山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首次新闻发
布会上，一组组掷地有声的数字彰显出全
市整体经济运行逐步回升的良好态势。

一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9.4 亿元，增长 8.1%，增速分别高于全
国、全省1.2、0.1个百分点，是2015年以来
的最高增速。

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8%，增速较2016年一季度、上半年、三
季度、全年分别提高 1.2、1.0、0.7和 0.4个
百分点。

一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1.35亿元，同比增长14%，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1.9个百分点，在全省位次由上年同期
的第18位大幅攀升至全省第2位……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
玉成。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
平顶山全市上下着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重点工作扎实
推进，经济运行稳中有快、稳中有好，全市
经济实现“开门红”。

调整产业结构
服务业快速增长

作为资源型城市，调结构、促转型是
关键。

今年一季度，全市冬小麦苗情良好，不
仅明显好于上年，也好于常年，而且畜牧业
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创建国家农
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为抓手，平顶山

全面落实“循环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农
业”新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设高标准粮田，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第
一季度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7%。

在工业上，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行
动计划，坚持做大总量和调优结构并重、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并
举，设立首批 50亿元的产业升级引导基
金，着力打造中国尼龙城、中部能源城、中
原电气城、全国重要的不锈钢产业基地。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推动经济向更高
阶段转型升级？平顶山用实践证明：不断
壮大旅游、文化、金融等产业规模，让服务
业逐步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
为有着厚重历史文化、丰富山水资源的古
地新城，平顶山加强旅游与文化产业融
合，发展全域旅游，加快推进海内外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建设。一季度，全市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10.2%，高于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 2.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强
有力的支撑作用。其中，旅游收入22.2亿
元，同比增长15%。

大项目顶天立地
小项目铺天盖地

实现经济“加速跑”，项目是第一引擎
和工作载体。

这里，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
盖地。平顶山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深入实施“33626”投资提速工程，
加快纳入省“5818”扩大有效投资行动的
400个重大项目建设，坚持市级领导联系
重点项目制度，持续开展重点项目观摩督

导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其中一季
度共开工项目 113 个，总投资 134.5 亿
元。在今年全市确定的第一批352个重点
项目中，一季度共完成投资156.8亿元，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26.1%。

项目的大力推进，带动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升，尤其是工业投资和
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其中一季度全市工
业投资完成95.4亿元，同比增长22.9%，高
于全市平均投资增速8.9个百分点。

3月29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平顶山共签约PPP
项目98个，总投资1177.38亿元。平顶山
在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强化开放带动，
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一方面扩大开放
招商，推进社会事业、城乡建设等领域开
放，在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方
面取得新突破；另一方面，拓展对外贸易，
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能
源、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的优势企业到
境外开拓国际市场。一季度全市完成进
出口总值1.07亿美元，同比增长4.9%，占
省定目标的25%。

加大供给侧改革
释放发展活力

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创新释放发展活
力。

平顶山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积极创建国家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以煤炭行业为重
点，合理安排产能退出时序和进度。3月
下旬，平顶山市与省政府又签订目标责

任书，计划全年退出煤炭产能252万吨。
在去库存方面，完善购房信贷政策，

优化商品房供给结构，抓好问题楼盘处
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季
度，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23.73亿元，
连续 11个月快速增长，截至3月末，市区
商品住房库存量为145.91万平方米，按照
去年全年销售速度计算，去化周期为 7.4
个月。

同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要求5个工
作日以内办结企业设立手续，推进登记注
册便利化。截至一季度末，全市共有各类
市场主体15.5万户，同比增长18.8%。

经济的逐渐回暖，项目的快速进展，
改革的稳步推进，使人民的生活呈现出向
上向善的和谐景象。

一季度，全市民生支出 56.4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2%；全市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785
元、2883元，同比增长6%、8%；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1.7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4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99%，持续保
持“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保障性安居工
程新开工 2137 套，续建项目基本建成
1808套，公租房分配210套，分别完成年
度任务的38.1%、30.1%和8.8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平顶山市发改委主任荆建刚说：“做好下
一步全市经济工作的关键要准确把握当
前经济形势和工作重点，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统筹‘三城两地一区’建设，开
展‘四大攻坚战役’，确保上半年实现时间
任务‘双过半’，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打下坚实
基础。”15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郭风丽 王晓磊

“黄桂嫁到俺村50多年了，先后侍候
了婆家两代老人。”“要是没有黄桂，这个
家 也 许 在 接 二 连 三 的 苦 难 中 早 已 破
碎。”……5月 8日，记者来到舞钢市院岭
街道胡庄村，提起这位“鹰城好人”“舞钢
好人”，村里人连连称赞。

1966年，黄桂与胡庄村村民胡恩组成
了家庭。“他娘很早就去世了，家里除了他
爹和一个智障的哥哥外，还有一个80岁的
奶奶。有人问我嫁过去图啥？”回忆起往
事，黄桂有些动情：“当我第一次到他家
时，看到奶奶那期待的眼神和真诚的笑

容，我感觉这个家需要我。”
过门后，黄桂主动照顾起奶奶和哥哥

的日常生活。定期为他们换洗床单、晾晒
被褥；每天做好饭后先给奶奶端到跟前，
再出去找喜欢溜达的哥哥回家吃饭。后
来，三个儿女的相继降生，让黄桂更加忙
碌……1974年，86岁的奶奶因病卧床不
起，黄桂日夜守候，每天帮奶奶穿衣擦脸、
端水喂饭，一直陪伴着老人走完人生最后
的路程。

随着儿女们长大成人，黄桂家的生活
也渐渐好起来。

但灾难总是来得那么突然，1999年，
丈夫被查出得了肝癌。

那时，黄桂的外孙只有两个月，孙子

也将要出生，公公已84岁，看着家里老的
老、小的小、病的病，有时做着饭禁不住哭
起来。每天她把家里料理好后，又马不停
蹄地赶到医院照顾丈夫，但最终还是没有
挽回丈夫的生命。

就在同年冬天，二儿子在工作中发生
事故，造成小腿粉碎性骨折。还没从痛苦
中走出来的黄桂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昏过
去。经过在郑州3年的住院康复治疗，虽
然出院了，但却造成了终身残疾。

“我也不知道为啥会有这么多磨难，
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放弃！”丈夫去世后，别
人劝黄桂改嫁，但她认为，只要一家人不
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2014 年冬天，99 岁的公公突然晕

倒，被送到了医院。为了不拖累儿媳，老
人不愿再接受治疗。然而，黄桂却坚持
要为老人手术。在黄桂的悉心照料下，
老人病情很快便得到了好转。邻居们
说：“你能捡一条命，多亏有一位好媳妇
啊！”

前年秋天的早晨，黄桂像往常一样给
老人擦洗着身子，陪他说着话。“妮儿呀，
这个家多亏有了你呀！”老人在留下这一
句话后，就再也没了声音。

如今的黄桂，头发花白，年近古稀之
年的她已是儿孙满堂，还帮二儿媳妇开着
早餐店。黄桂说：“我不求什么富有，就想
这样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就是最大的
幸福！”15

稳中有快 稳中有好

平顶山一季度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
郏县

以廉政建设有形化
促进党风政风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通过开展廉政建设有形
化工作，县、乡（镇、街道）、村三级都建立了廉政教育载体，制定了
防控措施，健全了案件档案，使全县党风廉政建设走上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轨道”。5月8日，郏县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搭建平台，让廉政教育有形化。郏县在利用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进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同时，多措并举推进廉政文
化“六进”活动，在各乡（镇、街道）和行政村建设廉政文化长廊或
廉政文化广场、廉政文化大院。

建章立制，让廉政防控体系有形化。郏县纪委要求各单位所有
职责、职权流程图、廉政风险点制板上墙，个人主要职责、廉政风险
点、防控措施制牌上桌；督促全县县直单位（部门）、乡（镇、街道）和行
政村全部设置政务党务公开栏，建立政务党务公开台账，制定“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以及村级组织“四议两公开”工作程序。

此外，郏县还夯实基础，让为民服务有形化，在全县乡（镇、街
道）建成便民服务中心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心，并配备专职工
作人员及便民服务设施；创新载体，让案件查办有形化，于去年8月
启动纪检监察协作区运行机制，在全县成立8个协作区、16个工作
组，对“涉农资金”“三公经费”等问题交叉监督、推磨检查。据了
解，协作区成立以来，先后开展检查3次，通报49个单位，17人次
受到批评并写出书面检查，18个单位落实整改措施。15

河南溢泉公司

研制出我省首个体外骨骼机器人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通讯员 张万强）在前不
久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由河南
溢泉健康科技实业公司刚刚研制出的体外骨骼机器人特别抢
眼。许多与会者称他是下肢残障和瘫痪病人的福音和希望。

河南溢泉健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以研发生产老年健康医
疗器械产品为主的企业。近年来，公司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先后
研发生产出120多种健康养老产品，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
型专利21项。

2015年年初，该公司调研发现，老龄人群中因高血压等多种
疾病引发的下肢瘫痪病人逐渐增多，为患者生活带来了极大不
便。顺应市场需求，公司不惜重金进行医疗科学攻关，聘请专家组
建科研团队，经过近1000多个日日夜夜，技术攻关终获成功。据
介绍，这款产品将填补河南省没有医疗器械机器人助行器的空
白。15

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

改进预算执行监督方式
管好人民的“钱袋子”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通讯员 梁永刚)“通过对
审计查处问题整改，去年我们促进增收节支20952.82万元，盘
活存量资金11424.09万元，促进项目加快进度188个。”5月 9
日，平顶山市审计局局长张恩河如是说。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在改进预算执行监
督方式、支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上所做出的积极探索。
2016年10月，市人大常委会在全省率先出台《平顶山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工作的监督意见》，强化人
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职能和审计监督职能，推动审计查出突出
问题的整改落实。

《意见》明确提出，每年年底前，市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
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
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时，增加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审计查
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内容；为加强监督，市人大常委会可以组
织常委会委员及市人大代表、审计机关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
整改情况和处理工作进行检查。

2016年 12月，在向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报
告上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时，首次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以清单的方式呈现在与会
人员手中，对被审计单位、问题详情、整改详情等内容逐一进行
详细说明。并且，首次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进行满意
度测评，其表决结果报送市委。如满意度较低，市人民政府及审
计部门还要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措施及落实意见，并书面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说：“目前，平顶山市政府及审计部
门正进一步认真落实《意见》，建立审计整改责任制，做好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台账，实施台账动态管理，切实管好人民的‘钱袋
子’，铸牢权力的‘铁笼子’。”15

汝州市人民政府“牵手”平顶山学院

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联盟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4月 27日，汝州
市人民政府与平顶山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政府决
策、陶瓷产业、文化和旅游产业、教育培训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广泛形成人才、技术、资源的共享与互动，达成产学研战略
合作联盟。

近年来，平顶山学院加大转型发展步伐，依据地方产业需求，
不断打造特色专业，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提升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作为汝瓷文化名城，汝州把陶瓷作
为战略性先导产业，在规划建设汝瓷文化产业园、打造汝瓷小镇
的道路上，需要科技创新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

据了解，汝州市人民政府与平顶山学院将本着“资源共享、
创新同步、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共谋发展”的原则，一方面双方
在产教融合、产学研合作等领域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汝州市也会
为平顶山学院学生的创业、实训、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共同推
动汝州市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15

信息速递

黄桂：弱肩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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