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 获得感指数 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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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近日，长葛市万山机械厂燃煤锅
炉电能替代项目投运，项目年替代电量将达到20万千瓦时。
今年来，许昌供电公司结合大气污染治理，加大电能替代推广
建设步伐，共完成 171个电能替代项目，实现电能替代电量
2.28亿千瓦时。

为推进电能替代工作，许昌供电公司组织营销人员，积极
走访客户，认真对辖区内电锅炉、热泵、电蓄冷、电窑等替代项
目开展调查、研究和分析，结合调研情况，制定电能替代实施
细则，建立跨部门多专业协同服务机制，明确具体责任人，全
面开展电能替代推广工作。

在推广过程中，许昌供电公司组织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
社区、学校、企业，充分利用各单位的宣传平台，先后张贴
3000余份节能减排和电能替代宣传海报，向居民发放20000
余份绿色电能、科学用电宣传图册，广泛传播“以电代煤、以电
代油、电从远方来”的理念，引导社会理解和支持电能替代。

在业扩报装环节，许昌供电公司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压缩
业务办理环节7个，建立“直通服务联络员”机制，提前介入电
能替代潜力客户，由联络员开展定点联络、定期走访，积极协
助客户解决从业扩报装到送电过程中出现的各项问题，在加
快电能替代技术推广的同时，实现电能替代“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许昌供电公司完成的171个电能替代项目包括
67个电锅炉、26个热泵、27个电窑炉、44个冶金电炉项目，项
目实现替代电量2.28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3.9万吨标煤散
烧，减少污染排放2.652万吨碳粉尘，减排二氧化硫、二氧化
碳、氮氧化物 10.16万吨，实现了增供扩销和节能减排的双
赢。6

信息速递

提升居民获得感，不仅有官方的“宏大叙
事”，更有直观具体的“民生期盼”。在许昌市
民所想、所思、所感中，承载着获得感指向的
光明未来。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是历
史上的江左名城，也是现代化的滨江都市。过
去我以为只有在南方水乡才有天蓝、地绿、水
净，但是现在我的观念变了，许昌建成环通水
系，简直变成了中原的‘小江南’。”在中原银行
许昌分行工作的高松说，2013年他大学毕业后
来到许昌，恰巧见证了许昌治水、兴水，润泽民
生的三大水利项目建设。正是许昌良好的环
境吸引他留了下来，让他爱上了这里的一方水
土、爱上了这里的姑娘，更爱上了这座城市。
他希望城市管理者能够呵护好这一泓清水，让
水成为城之韵、城之魂，成为许昌的最美名片。

“在许昌，社会治安好，居民的安全指数
很高。”魏都区东大街街道办事处文惠社区党
委书记张瑞敏表示，安全感是人的第一需求，
近年来，市、区两级组建了网格化的社会治理

体系，让“楼栋长”“网格员”落实到社区“神经
末梢”，让矛盾化解在基层，为社区居民创造
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在抓好治安体系建
设的同时，她期待下一步在增强公民法律意
识、诚信意识等“软件”建设上下足功夫。

“我的企业能在许昌做大做强，关键在于
许昌有亲商、爱商、安商、敬商的好环境。”49
岁的富田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富田深有感
触。李富田是湖北武汉的一名民营企业家，
2011年4月在许昌投资建起了富田瓷业有限
公司，如今，富田瓷业成为全省年产100万套
中高档卫生洁具的龙头企业，在上海股权交
易中心正式挂牌。他期望许昌进一步优化金
融服务、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全省
最佳、外商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带着强烈的
使命担当，许昌人发扬攻坚克难的拼劲、一抓
到底的狠劲、锲而不舍的韧劲，增加信心感，
提升获得感，正在把幸福的美好愿景变为现
实！6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在郑发布

许昌居民获得感
为何全省最强

许昌“小绿”五期项目开工
设置站点50个，投放1500辆自行车

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7月 10日，记者从许昌市城管
局公共自行车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市民期盼已久的“小绿”五
期项目已开工建设。“小绿”五期项目将设置50个站点，投放
1500辆自行车。

目前，许昌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已完成四期建设，共设置
300个站点，投放自行车6700辆，在市区形成了闭合循环的
自行车交通系统，对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起到了重
要作用。

“‘小绿’在许昌运行以来，给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
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和喜爱，不断有市民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增
加站点的需求。”许昌市城管局公共自行车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告诉记者，“小绿”五期项目主要是在前期项目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站点，一方面是在主城区进行站点补充和区域完善；另
一方面是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增设站点，在主城区形成区域
性骑行网络，方便市民出行。

目前，“小绿”五期项目工程在完成基础开挖、浇筑后，设
备安装和接电调试会同步进行，计划8月底前完成站点建设
并投入使用。届时，市区公共自行车站点将达到350个，公共
自行车数量达到8000多辆。6

建立快速高效的城市管理执法诉讼通道

许昌市成立城市管理合议庭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7月 5日，魏都区人民法院
城市管理合议庭正式成立，使许昌市与城市管理相关的诉讼
案件及审查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处理驶入快车道。

魏都区现有流动商贩、商户等近2万户，参与经营者约4
万人，城市管理执法队员劝阻和纠正市容市貌违规行为的工
作量很大。由于城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执法强制
性，城管人员只能通过劝说、教育、宣传等方式进行执法。随
着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和城市综合执法局的挂牌成立，推
进城市管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势在必行。

新成立的魏都区人民法院城市管理合议庭，主要职能是
依法对城市管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城管执法非诉案件进行
合法性审查，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针对商户拒不执行的
行政处罚案件予以强制执行，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城管行政处罚
的严肃性。同时，市民或商户对城市管理行政机关行为不服
的，也可以向合议庭提起行政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6

许昌三县（市）入选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市）

本报讯（通讯员 董艳菊）日前，省财政厅公布2017年河
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市）名单，许昌市的禹州市、长葛
市、鄢陵县名列其中。

据了解，按照政策规定，省财政对入选美丽乡村示范县
（市）试点的县（市），实行“先建后补”政策，奖补资金发放对象
以城市规划区之外的乡镇政府所在地为主，兼顾部分乡镇集
聚人口多的中心村或确有产业资源的特色村。省财政分别按
照不超过1000万元、300万元的标准，对每个乡镇支持1个
乡镇政府所在地和1个中心村（特色村）项目，并按乡镇数进
行总量控制，预计每个示范县（市）可获得1亿元左右的上级
财政资金支持。

据许昌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许昌市通过开展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市），力争经过2至3年的努力，使示范县
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公共服务运行维护长效保
障机制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产业发
展基础进一步优化，集体经济实力得到发展，精神文明和基层
组织建设不断增强，镇、村人口集聚效能明显增加，初步建立
多元投入的美丽乡村建设投融资体制，将示范县域内的乡镇
政府所在村及重点中心村（特色村）基本建成美丽乡村。6

许昌供电公司

建成171个电能替代项目

7月9日，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正

式发布《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在公

布的河南省城市居民获得感排名中，许昌市居

民获得感指数得分71.3分，位居全省第一；在公

布的河南省宜居城市排名中，许昌市城市宜居

度得分77.4分，跻身全省三甲之列。

居民获得感，是考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对于许昌人来说，在居民

获得感指数上取得高分，不仅仅是收获一项荣

誉，更彰显出城市的气质与品位，承载着广大

市民对城市的亲近感和喜爱度。

“提升获得感的目的是为民，核心是为民，

过程是为民。”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说，牢牢把

握共享发展理念，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做好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给百姓带来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稳稳的幸福。

许昌居民获得感指数为何全省最高？居

者心怡、来者心悦的宜居之城是怎样打造的？

城市决策者如何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落到实处？

++

7月 9日 7时 30 分，在许昌市区八一东
路，青年教师周国韵走到家门口的公共自行
车服务站点，在固定车辆的电子锁柱上熟练
地刷卡。伴随着“请取车”的提示音，她取出
一辆公共自行车，骑行约20分钟后，赶到市十
二中。

“我们家没有买私家车，因为这里的公共
交通体系很完善，家门口就有‘小绿’站点，还
有零距离换乘中心，出行很方便。”她说。

在许昌，一辆辆“肤色”浅绿的公共自行
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小
绿”。自 2014年 7月初投入运营以来，城市

“小绿”站点从最初的 55个站点发展到 300
个，车辆由1200辆发展到6700辆，累计借还
车3222万人次，骑行总距离约6000万公里，
相当于减少 1.3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车辆运
行效率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

带给市民惬意生活的，不仅仅是城市“小
绿”。一栋栋高楼大厦，错落有致，鳞次栉比；
一处处游园广场，亭台轩榭，休闲宜游；一条
条城乡道路，纵横交错，宽阔平坦；一个个特
色村镇，风景秀丽，匠心独具……诗意栖息许
昌城，活力与魅力兼具，颜值与内涵双修。

护城河中，荷叶田田，游船穿梭；清潩河
畔，体育设施遍布，健身者络绎不绝；漫步小
西湖、芙蓉湖、鹿鸣湖，有小桥流水的古典韵
味，有亭台楼榭的园林艺术；在许都公园、春
秋广场、文峰游园、八龙游园，绿树掩映间，有
人在跳舞唱歌，有人在打太极、放风筝……无
怪乎知名学者于丹说：“这是一座让人来了就
不想走的城市。”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由社会治理河
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布，是我省社会治理方
面最为系统和权威的研究报告之一。在7月
9日发布的《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
中，专门开辟一章论述《河南省城市居民获得

感调查分析》，通过综合评定，许昌市居民获
得感指数、安全感提数、信心感指数三项指标
均居全省第一。

“‘获得感’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居民在个人收入、社会安全、公共服务、权利
保护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通过实实在在的

‘得到’而产生的安全感、尊严感和满足感。”7
月 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社会治理河南省
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院长樊红敏如是说。

在获得感评价体系的3个二级指标中，许
昌市安全感指数得分 72.3分，是全省唯一一
个超过 70 分的城市；尊严感指数得分 67.4
分，名列全省第二；满足感指数得分 82.6分，
名列全省第三。无论是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
标，许昌的排名都在全省保持领先位次。

同时公布的《河南省宜居城市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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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
城市宜居度得分77.4分，排名全省第三。

作为《河南省城市居民获得感调查分析》
和《河南省宜居城市调查分析》的参与者，郑州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杜鹏辉说，在人员上，
调查采用第三方介入的形式，以保证客观中
立；在方法上，采用系统分层抽样的方式，以保
证科学严谨；在范围上，主要针对18个地市中
心城区的居民，以保证精准覆盖。为了更准确
地了解居民收入状况，他们剔除了学生受访者
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014份，调查结果基本
上能够代表各地市的实际情况。

“城市宜居宜业，百姓才会有更多的获得
感；获得感指数强了，城市的宜居程度、幸福
指数必然会高。”许昌学院经济学博士张富田
认为，获得感和宜居度形成了一种正相关的
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获得感”是衡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的重要参考指标。许昌市获得感指数全省第
一，充分表明许昌市经济社会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态势，民生民本得到了持续改善，赢得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

民生优先引领发展。许昌市历届市委、
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一
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人民群
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十
二五”以来，全市财政民生支出累计达到80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72.2%；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46.3万人、完成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47.5万人，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6.26万套，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对象实现应保
尽保，172个贫困村、19.44 万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民本理念让城市更有温情，让百姓
的获得感更加具体。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2016年，许昌市生
产总值完成2353.1亿元、位居全省第4位，人
均生产总值 5.4万元，均是 2011年的 1.6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1.9亿元，是 2011年的
1.8倍……许昌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提升百姓获得感有了厚实“家底儿”。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五湖四海畔三川、两

环一水润莲城”的水系景观惊艳呈现，许昌由
一个严重缺水城市嬗变为“北方水乡”；城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62%，绿色已成为城
市鲜亮底色；成功摘取全国文明城市桂冠，成
为唯一一个既在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
交流会上作经验介绍，又被中央媒体集中巡礼
报道的地级市……大美许昌的知名度、美誉度
不断提升，成为网友眼中的最美城市。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郑许融合上升为省
级战略，许昌在全省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
加凸显；建安区的成立，使市辖区面积由原来
的97平方公里增加到1099平方公里，市辖区
人口由41万人增加到130.76万人，中心城区
首位度大大提升；森源电动汽车产业园、中原
电梯产业园、许继智能电网装备制造基地等
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实施，入围“中国民营企
业 500强”的民企数量全省第一……厚植发
展优势，加速经济转型，让许昌发展始终保持
良好态势。

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认为，更加注重发展
成果的共享性，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各
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许昌居民获得感指
数排名全省第一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民本
理念的生动诠释。

许昌三项指数位居全省第一共建共享

城市民本理念的生动诠释追根求源

光明前景激励大家阔步前行市民热议
7月 9日，在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布

的《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中，许昌交上了

一份耀眼的成绩单：居民获得感、信心感、社会治安

指数均位居全省第一，城市宜居度位居全省第三。

胡适说：“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许昌市居民

获得感指数位居全省第一位，离不开许昌市委、市政

府注重提升群众获得感，满足群众需求多样性和层

级性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从“水泥森林、满眼灰

色”到“开窗见绿、推门进园”；从“尘土飞扬、垃圾满

地”到“路见本色，地净如洗”，再到打造“15分钟健康

服务圈”“15分钟便民服务圈”……以人为本，共建共

享，才能让群众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满满的获得

感，也正是当地公众对城市发展的最好肯定。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各项改革处于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口，经济社会加

速转型，民生需求也“水涨船高”，既有量的增加，更

有质的提升。对此，城市的决策者唯有顺应人民群

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多地把发展成果落实

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感的提升上，实现有温

度、可持续的发展，才能汇聚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

提升获得感的过程，便是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城市

发展的过程，便是和谐共建、分享幸福的过程。6

记者手记

以人为本是关键

“三年教育攻
坚”让孩子们享受
到更优质的教育

在“市民之家”，市民
办事“只进一个门、只找一
个人、只跑一次腿”

随处可见的
健身场地构成了
“15分钟健身圈”

2016年我省各地市城市居民
获得感指数前五名（满分100分）

济源 获得感指数 70.42
漯河 获得感指数 69.73
南阳 获得感指数 68.94
三门峡 获得感指数 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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