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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月 9日，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以
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郑州大学举
行。报告显示，我省社会治安形势优
于全国平均水平。

《报告》是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的研究成果，也是目前我省社
会治理方面最为系统和权威的研究报
告之一，作者分别来自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原工学
院、郑州轻工业学院以及河南人民广
播电台等单位。

《报告》分为 6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总报告，从社会安全、矛盾化解、社
会组织、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五个维
度，对我省社会治理形势进行分析和
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为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专题，主要研究了郑洛新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能
力评价和创新环境评价，提出了创新
示范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第
三部分为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专
题，聚焦于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直
管县城镇化质量和城市社区治安等议
题；第四部分为公共服务篇，主要研究
了河南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志愿服
务队伍发展、教育治理公众满意度评
价、小学教育服务质量和农村老人医
疗服务需求等问题；第五部分为社会
治理评价篇，对我省社会治理的诸多
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了优化社
会治理的对策建议；第六部分为社会

治理案例专题。
《报告》呈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
我省社会治安形势优于全国平均

水平。2015年，我省万人刑事案件率
为57.69%，低于全国的60.78%；我省
万人犯罪率为 7.59%，低于全国的
8.65%。

我省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显著
增长。2015年我省公共财政预算总支
出为6799.4亿元，较2014年的6028.7

亿元增长了12.8%。其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四大类
公共预算均实现了增长。从占比上
看，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略有增
加，而科学技术、教育略有减少。

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喜中
有忧。居民对最低生活保障满意度较
低，对于“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认为

“非常满意”的有2.62%，认为“比较满
意”的有 27.42%，认为“一般”的有
52.52% ，认 为“ 不 太 满 意 ”的 有

13.37% ，认 为“ 非 常 不 满 意 ”的 有
4.07%。此外，居民比较满意医疗保
健服务，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适
中，对社区服务的总体评价适中。

社会公平有待改善。在社会收入
分配方面，城镇居民的低收入户与高
收入户不论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还
是在家庭人均总支出上差距十分明
显。农村居民的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
不论在家庭人均总收入还是在家庭人
均总支出上差距十分明显。②40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杨贵苗

在农贸市场购买肉类或蔬菜，市
场里电子秤打出的小票上带着追溯码
和条形码，市民凭借小票上的条形码，
可以到入口处查询机和手机微信服务
平台上扫一扫，查到所购蔬菜和肉类
的产地信息、零售市场、经营商户、进
货时间等信息。“有了这个追溯系统，
买肉买菜更加放心了。”7月7日早晨，
一位市民在郑州市管城区四大街农贸

市场买菜后，进行追溯操作后这样说。
7月7日是2017年食品安全宣传

周商务系统宣传日，省商务厅组织了
“农贸市场看追溯”的主题活动，目的
是让更多市民了解肉菜流通追溯体
系，从而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引入
肉菜流通追溯系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食
品安全，老百姓通过这个追溯系统受益
很大，市场方也有了更规范的管理。”

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是让每

个菜种从种植环节就有了唯一一个身
份信息，通过运用物联网信息技术，采
集、记录、传输各流通节点信息，将各
经营节点信息相关联，形成完整的肉
类蔬菜流通链，实现食用农产品从“农
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追溯管理，从而达
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
追究”的质量安全目标。

据记者了解，郑州2012年 6月被
列为全国第三批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
系试点城市，从2013年 5月启动建设

至今，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郑州市
共 24家农贸市场引入了肉菜流通追
溯体系并投入使用。郑州市肉菜流通
追溯体系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城市追溯
管理平台和流通节点追溯子系统建设
两个方面，涵盖生猪屠宰、肉菜批发、
零售、团体消费和产销对接核心企业
五大环节共400余个节点的追溯系统
建设。截至目前，郑州市肉菜流通追
溯体系项目共备案主体节点 377个，
商户数量7970个。③7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张宇翔

从大伙眼中的“三无书记”，到同
仁争相学习的“楷模”；从村民眼中的

“高级干部”，到蹲在院里吃面条的“亲
人”。省侨联驻临颍县石桥乡桥南村
第一书记牛海堂用真心拉近了与村民
的距离，用行动改变着贫困村的面貌。

7 月８日，记者在桥南村采访。
途经杜大爷家的菜园子，杜大爷听到
牛海堂打招呼，扔掉锄头跑过来握着
他的手说：“老牛，给你弄点青菜，回家
下面条吃呗。”在村子里转一圈，大伙
都亲切地喊“老牛”，牛海堂很享受这
个称呼。

老牛刚来时，老乡们不看好，总觉

得省里来个“高级干部”能吃得了贫困
村这苦？持怀疑态度的不仅是村民，
其他驻村第一书记曾开玩笑说，省侨
联联系的是高大上的海归、归侨，一无
农村基础、二无农村经验、三无优势资
源，牛海堂一个“三无书记”能咋干？

面对大家的“不看好”，牛海堂暗
下决心，要干出个样来。他没事儿就
入户走访，和群众唠嗑，了解各家实际
情况。快两年了，牛海堂对村里一草
一木、一家一户，摸得清清楚楚。

今年年初，省侨联把换届后的第
一次主席会放在桥南村开，直接把会
议变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一体的
研讨谋划、产业对接的互动现场会。
省侨联提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扶
贫新思路：“点”即省侨联的扶贫点桥南

村；“线”即侨联系统帮扶困难归侨侨
眷，通过“侨帮侨”开展扶贫脱贫工作；

“面”即引导公益捐赠开展项目帮扶、产
业帮扶，形成社会帮扶良好氛围。

在省侨联的支持下，牛海堂汇聚各
界力量，整合侨界资源，协调资金400
多万元，以“项目帮扶+产业扶贫带动+
养殖种植+就业、技能培训”为模式的脱
贫攻坚逐渐有了效果。修建活动广场
2000平方米、田间生产路与村内道路5
公里；种植经济林树木山桐子5000余
株；投入帮扶资金20多万元；改造贫困

户住房15户，为3户重病贫困户资助治
疗费用，协调帮扶6户贫困家庭学生顺
利就学，带领桥南村近一半贫困户脱贫
致富，同仁们纷纷向他讨教取经。

走在刚修好的柏油路上，老牛指着
一个大坑塘说，这个马上要改建成休闲
公园，指着远处的一片废墟说：“那片地
啊，准备建一个厂房。”快到中午，牛海
堂又马不停蹄赶到村委会和大伙儿商
量下一步的实施计划。中午，就直接蹲
在院子里吃了一碗面条，几个人一边吃
还一边规划村里的未来。③3

□本报记者 代娟

7月 8日早晨7时许，在位于新乡
市烈士陵园广场的免费早餐供应站，
忙碌了一早上的环卫工人从附近陆续
走来，领取刘富鹏和其他志愿者送上
的早餐：一荤一素两个包子、一包牛
奶、一杯热粥和一个鸡蛋。

今年31岁的刘富鹏供职于新乡县
统计局，是新乡市志愿者联合会总干
事。2013年初，他看到环卫工人工作
辛苦却连早饭也吃不好，便组建了新乡
红领巾志愿服务队，以“一座城养育一
群人，一群人温暖一座城”的口号，在微
博、微信等平台发出倡议，为环卫工人
募集资金、提供免费早餐，得到很多爱
心人士的响应。如今，新乡市区共设置
了7个“免费早餐”发放站点，总计为环
卫工人发放免费早餐12万多份。

“做公益没有门槛，志愿服务人人
可为。”在刘富鹏的影响和带动下，红
领巾志愿服务队目前已经有300余名

成员，负责市区 7个“免费站点”的日
常运行维护。

去年“五一”，刘富鹏和他的团队
还组织了14名环卫工赴首都旅行，让
他们看一看故宫，爬一爬长城，尝一尝
烤鸭。今年“五一”，他又组织了16对
环卫工夫妇去日照看海……几年来，
刘富鹏和他的“红领巾”团队还开展了
在山区小学支教以及设置心连心书
屋、救助流浪小动物、为留守儿童筹集
健康包裹、组织山区义诊等多个项目。

在新乡，认识刘富鹏的人都知道，
这个瘦瘦的、皮肤黝黑的31岁大男孩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在工作之余，
不是赶着写各种公益项目计划书，就
是在各种公益活动现场。

一提起公益，刘富鹏形容自己“像
打了鸡血”，特别来劲儿。他说，最幸
福的时刻莫过于从那些受助人眼里，
看到浓浓的暖意。他深信这种暖意会
传染，也坚信自己的坚持，一定会为这
个社会带来更多美好。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真想不到，咱的居住环境还是全省最
好的哩！”7月7日，济源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礼庄居委会的王大妈兴奋地说。
王大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社会
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刚刚发布的
2016 年度《河南省宜居城市调查分
析》和《河南省城市居民获得感调查分
析》中，济源城市宜居度位居全省第
一，同时济源的城市居民尊严感和社
会治安指数也均居全省第一。

2016年度《河南省宜居城市调查
分析》结合2016年河南省宜居城市调
查问卷和 2016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数

据，从政治文明度、社会和谐度、经济发
展度、环境优美度、生活便宜度、城市喜
爱度等6个方面，对全省18个城市的
宜居程度进行测评。根据测评结果，济
源城市宜居度得分80.7分，位居全省第
一，是全省唯一超过80分的城市。

据了解，济源市近十年不间断实
施城市创建工作，高度重视人居环境
的改善，不断优化城市布局。同时，济
源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
置，实施教育提升、文化惠民、医疗健
康、安居保障等“十大幸福工程”，促进
了城市人居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城市知
名度、美誉度的持续提高。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7日，
省公安厅在省人民会堂广场举行非法
枪爆物品集中销毁活动仪式。当日，
警方将在全省各地收缴的一批非法枪
支弹药、爆炸物品及报废的公务用枪，
运往济源市钢铁有限公司集中销毁。

今年1月份开始，省公安厅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严密防
范、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共侦查破获涉枪案件 153
起、涉爆案件38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634名，收缴枪支658支、子弹14

万发、炸药130余吨、雷管14.9万枚、仿
真枪2500支、管制刀具4100把、弓弩
164支、易制爆化学品827公斤。

为了推动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向纵
深发展，警方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
发此类违法线索。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警方破获私藏、私存爆炸物品案件的，视
情节给予举报有功人员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奖励；查破涉爆涉枪重大案
件或取缔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枪支弹药、
剧毒化学品窝点的，给予举报有功人员
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奖励。③4

我省发布社会治理发展报告
社会治安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显著增长

有了追溯系统 吃得更放心

从“三无书记”到“楷模老牛”

走走基层基层 转转作风作风 改改文风文风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刘富鹏：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警方集中销毁一批非法枪爆物品

《河南省宜居城市调查分析》发布

济源最宜居

7月 8日，游客在宁陵县城郊乡李子荐村无公害有机葡萄园里采摘葡萄。
近年来，该乡农业部门通过引进适宜栽培的新品种及采取资金扶持等措施，引
导农民发展葡萄种植，帮助农民增收。⑨7 徐华新 摄

□牛书培 摄影报道

7 月 9日，孩子们在许昌市东
城区科技广场前的儿童游乐设施
上快乐地玩耍。今年年初，该市把
市区“15 分钟健身圈”列入“十件
民生实事”，启动公共体育设施和
儿童游乐设施建设工程，让假日里
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有了更多选
择。⑨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8日，
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我省推荐赵兴
华等35名农技员参加全国“寻找最美
农技员活动”。

据介绍，今年5月，农业部决定在
全国开展“寻找最美农技员活动”，旨
在宣传基层农技人员不畏艰苦、为农
服务的高尚品德，展示他们务实重干、
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鼓励广大农技
人员扎根基层、爱岗敬业。

此次活动主要瞄准在基层农技推
广机构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并

取得突出成效的农技人员，但不包括行
政编制人员。农业部将最终确定100
名最美农技员，各省按照1∶5的比例推
荐候选人，被推荐人在县乡从事农技推
广服务工作应累计在15年以上。

经过各地遴选和专家评审，我省
共选出 35名候选人，经过公示，省农
业厅决定正式向农业部推荐，参加全
国“最美农技员”评选。

据介绍，我省目前有农技推广人员
4.2万人，其中县级2.4万人、乡级1.3万多
人，占全省农技推广总人数的88%。③3

全国寻找“最美农技员”

我省确定35名候选人

2015年我省万人刑事案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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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