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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8 月 11
日，记者在省侨联十届一次常委（扩
大）会议暨侨联改革动员大会上获
悉，《河南省侨联改革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日前出台，将重点围绕侨
联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工作方式、
服务内容等进行改革。

增强侨联组织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是本次改革的一大亮点。《方案》提出，
要进一步增加省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
表中基层归侨侨眷代表的比重，其比
例不低于65%；同时，注重吸收基层组
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侨资侨企的
新侨和青年代表人物担任代表，增加
基层和创新创业一线的新侨代表为兼
职副主席，不断增强侨联组织的群众
性。

《方案》指出，要优化省侨联机
构职能，加强“网上侨联”建设，提高

工作效率。省侨联将着力打造网
站、微信公众号、侨联通等网络宣传
平台，以强化信息服务和互动服务
为重点，实现侨联组织和侨界群众
之间的网上联系、网上引导、网上动
员、网上服务，为侨联工作插上互联
网翅膀。

《方案》要求，要加强侨联干部
队伍建设，培养更多“知侨、懂侨、爱
侨”工作人才。省侨联机关将实行
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打破年龄、
学历、身份、职级限制，不拘一格选
拔侨联干部；将建立基层联系点制
度，每年选派 5%左右的青年干部定
期轮换到地方侨联开展工作，推动
上级侨联干部下基层常态化。

据了解，省侨联各项改革任务
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各市、县侨联
改革将在2018年完成。③6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8月 11日
到12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
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基
层党建工作，先后到南阳市桐柏县、
唐河县、社旗县、方城县进行调研，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党
群服务中心这一党员和群众的共同
园地建好用好，使之真正聚人气聚
人心，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重
要阵地。

桐柏县城郊乡北杨庄村是国家
级贫困村，孔昌生详细了解了村两委
工作运行情况、抓党建促脱贫情况、
党群服务中心作用发挥情况，听取了
以“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群众评
议党员、党员评议支部、支部评议党

委”为主要内容的“三亮三评”活动介
绍。他指出，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强化
政治功能、提升服务能力，依托所拥
有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积淀，带领群众
推开幸福门、走上致富路。

在唐河县文峰街道徐庄社区、方
城县凤瑞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孔昌生
走进服务大厅、各功能室、档案室，与
前来办事的群众亲切交流，详细询问
服务做得好不好、办事方便不方便。
孔昌生强调，加强党群服务中心硬件
建设不是目的，丰富服务内容、充分
发挥作用才是根本，既要面向党员，
也要面向群众，认真落实党建带群
建、共建共用的要求，自觉围绕群众
生产生活需求开展工作，让群众愿意
来经常来，切身感受到“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③5

明察暗访看落实 实地核查促发展
——省政府第七督查组到周口市、鹿邑县进行实地督查

孔昌生在南阳调研基层党建工作时强调

把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成为
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

《河南省侨联改革方案》出炉

增选基层代表 建设“网上侨联”

8月 13日，杞县产业集聚区邵洼村农民正在剥玉米。该县种植的40多
万亩早熟玉米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⑨7 刘银忠
李世强 摄

8 月 12 日，新郑
市环保志愿者骑着共
享单车，宣传“绿色出
行，低碳生活”的环保
理念。他们倡议市民
尽量驾驶新能源汽
车、骑共享单车出行，
以保护环境，并锻炼
身体。⑨7 刘栓阳 摄

绿色出行
低碳生活

视觉新闻

□本报记者 赵春喜

8月7日至10日，省政府第七督查
组深入周口市中心城区、淮阳县、商水
县及省直管县鹿邑县，围绕脱贫攻坚、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民生实事进展情
况等重点工作，看现场、访居民，进行
实地督查。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
不能漏下一户、落下一人。周口作为
农业大市、人口大市，贫困县数量占全
省的1/8，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
1/8，脱贫攻坚任务繁重。周口如何下
足“绣花”功夫，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文章，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在淮阳
县、商水县，督查组随机抽取部分贫困
村，深入农户家中，详细了解致贫原

因、帮扶措施、收入情况，并到产业扶
贫基地和扶贫车间，现场察看企业生
产运行和实施帮扶情况，就如何带领
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同企业负责
人、驻村第一书记、村干部进行了深入
交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周口撤地
设市较晚，中心城区建设管理基础差，
历史欠账多，功能不完善，承载力和辐
射带动力不够强，存在“小马拉大车”
现象。借助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
机遇，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大干、大治
实现周口中心城区大变，强力推进各
项建设。督查组实地察看了周口市中
心城区水系规划建设、沙颍河两岸环
境治理、周口中心港码头建设，对周口
市利用沙颍河穿城而过、通江达海的

资源优势，着力做好“水文章”，打造生
态水韵之城，建设“内陆国际港”，发展
临港经济的思路和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

一枝一叶总关情。民生实事的实
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
周口市、鹿邑县，督查组深入到医院、
学校、办事窗口、工地现场，对落实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免费开展
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
查、改善薄弱中小学办学条件、实施农
村电网改造等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
况，进行了详细察看。每到一处，督查
人员认真看，仔细问，指出存在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

为确保督查取得实效，省政府
此前还通过网上调查和第三方调

查，收集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对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督查组采
取不打招呼、随机走访的方式，进行
了实地核查。在鹿邑县，就政府网
站建设、民生热线受理等情况，督查
人员现场与工作人员一起，认真分
析查找原因，工作方法是不是还不
够扎实、细致？如何以更加耐心、热
情的服务，赢得群众的理解？督查
现场成了改进工作的“诸葛会”，督
查人员为工作人员开出了一剂剂

“药方”……
“这次督查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

全面体检，既总结了经验，也发现了问
题，找到了原因，明确了方向，促进了
工作。”对于此次督查，一位基层工作
人员深有感触地说。③5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深度观察①

□本报记者 谭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期盼有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
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
化生活”，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所求，执政所指。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城市发展为人民，这是做
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
民群众的呼声，正是省委、省政府全
力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发力点。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阵
痛”，伴随着“城市病”。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践行发展新理念，正用“提质”
的良方，治愈城市发展“顽疾”，打造
宜业宜居幸福之城。

刚刚结束的全省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工作推进会要求，做好以水“润”
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

“兴”城四篇文章，加快城市转型发
展，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
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家园，让居民
有更多的获得感。

“提质”让环境更美好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是城市转
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看来，

“城市双修”需要“内外兼修”，既是物
质硬环境的修复修补，也是人文软环
境的修补。

作为住房城乡建设部确定的第
一个“城市双修”试点市，海南三亚市
在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中，就是通过
拆违打违、两河四岸景观整治、抱坡
岭山地修复工程等一系列的“生动实
践”，营造出体现居民需求与文化理

想的人居环境。
三亚的“城市双修”，折射出一部

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不断
更新的历史。有学习借鉴，更要善于
实践。在我省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中，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
恢复城市自然生态，增强老城区功
能，焕发老城区活力，推进“城市双
修”无疑是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以水“润”城，让城市充满活力；
以绿“荫”城，让城市充满生机；以文

“化”城，让城市更有内涵。这背后是
河南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契合“提
质”要求的“城市双修”正在中原大地
一步步扎根发展。

在永城市东城区与西城区之间，
有一湖泊叫日月湖。8月13日，市民
孙宏伟和几个老同事又相约来到湖
边游玩。作为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永煤公司工作过20多年的老员工，他
们亲历了这里从煤矿沉陷区到具有
城市河湖特色的生态水利风景区的
转变，他们对这里有着独特的情结。

重拳治理大气环境污染、加快山
体修复、开展水体治理和修复、修复
利用废弃地、完善绿地系统、填补基
础设施欠账、增加公共空间、改善出
行条件、改造老旧小区、保护历史文
化、全面改善生态环境，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打出了“城市双修”的“组合
拳”。

如今，在中原大地，随着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的持续推进，日月湖之

“变”在多个城市正在“上演”，黑臭水
体逐渐减少，城市绿意持续增加，城
市记忆正在传承。

“提质”让生活更方便

今年50岁的刘书锋在登封市区
大禹路上经营一家商店，做生意这几
年，他一直对店门口这条路很关注：

“以前路况很不好，路面坑洼不平，一
过了桥头再往东边去路况更差，很容

易造成车祸。”
坑坑洼洼的路面不仅给市民出行

带来不便，大禹路作为从市区去少林
寺景区的重要通道，也关乎着登封市
的对外形象。不过，随着登封市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的强力推进，刘书锋欣
喜地看到，作为登封市中心城区功能
提升一期工程的“重头戏”，大禹路等
五条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一言以蔽之，‘提质’就是为了
让市民生活更方便。”登封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尚春和说，道路平整
了，管线入地了，供热、供气、供水等
管网辐射到位了，市民的生活质量自
然会大幅提升。

目前，多数县级城市规划水平不
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欠账较多、功
能不完善、公共服务不足，直接影响了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品质，
也难以适应人口大规模转移的需要。

作为在汝州市生活了几十年的
老市民，马亚飞深刻感受到了汝州市
在解决“如厕难”问题上的决心和努
力。“以前，在街上内急时经常找不到
一个公厕。如今在中心城区，很容易
就能找到公厕，再也不用为上厕所急
得团团转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启
动后，汝州市已经在城市中心区域建
成了38座星级公厕。

公厕建设看似小事，折射出的却
是大民生。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工作推进会提出的重点任务中，“着
力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着力改善
公共服务水平”，正是基于方便群众
生活的考虑，统筹宜业与宜居、地上
与地下、“硬件”与“软件”、新区与老
区的关系，这些无疑是“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实践。

“提质”让居住更舒适

做一个幸福的人，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是诗人
海子的理想，也是每一个在城市生活

的人的渴望。
目前，全省还有150万户居民住

在棚户区。他们住的房子大多都年
代久远、破旧潮湿、拥挤脏乱，安全隐
患大，出行难、供暖难、排水难等问题
尤为突出。

在城市建设中，既要让新城绽放
异彩，又要使旧城焕发新颜，让城市
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是社会
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城市要发
展，老区要改造，棚户区征地拆迁安
置不可避免。

记者在商丘市和周口市等地采
访时发现，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
过程中，我省各地棚户区改造正逐渐
从“先拆迁后安置”到“边拆迁边安
置”再到“先安置再拆迁”转变，“以合
理的政策打动人心，以耐心的工作走
进群众，以真诚的服务赢得支持”，具
体而微地践行着“人的城镇化”。

货币化安置也是我省破解棚户
区改造征地拆迁安置难题的有效手
段。商丘市建成区内城中村及棚户
区多达 563个，改造任务十分繁重。
货币化安置加速了商丘市棚户区改
造的进度，今年以来，该市棚户区货
币化安置率近60%，高于我省要求的
今年年底达到50%的标准。

住房无小事。按照我省确定的
思路，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为抓
手，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出发
点，大力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建立
购租并举、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
合的住房制度，健全以政府为主保障
困难群体基本住房需求，以市场为主
满足居民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
系。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正在使

“住有所居”渐行渐近。
曾经，百姓期盼的天蓝、水净、岸

绿、花红、路畅、景美的惬意画卷，正
通过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慢慢变为现
实，亿万中原人民的获得感、归属感、
自豪感正在“提质”大行动中不断得
到满足。③6

“提质”让居民更有获得感

（上接第一版）

高铁经济带动“十八城记”

一如当年铁路繁华了郑州，如
今随着高铁兴起，河南一批中小城
镇的面貌同样在改变。

没有高铁，城镇是散落的珍珠；
通了高铁，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
珠。“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带动了一
出‘十八城记’的上演。”有人评价
说，按照规划，河南的18个省辖市几
乎都搭上了“高铁经济”这趟列车。

从“夜以继日”到“争分夺秒”，
河南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建设在国家
发改委、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节点的突
破：2012年 12月 26日，“纵”贯南北
的京广高铁全线开通运营、“横”连
东西的郑徐高铁开工建设；2015年
6月 26日，“点”通西北，作为未来郑
太高铁一部分的郑焦城际铁路开通
运营；2015年 10月 31日，“下撇”落
地，旨在打通西南通道的郑万高铁
河南段开工建设；2015 年 12 月 24
日，“捺”指东南的郑合高铁开工建
设；2016年 10月 21日，在郑焦城际
铁路的基础上，郑太高铁全线开工
建设；2016年 10月 29日，“上撇”连
接东北的郑济高铁郑州至濮阳段开
工建设。一个用铁轨写成的“米”
字，浮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

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河南
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推进河南
铁路建设的会谈纪要》。双方一致
认为，近年来路地双方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快中西部铁路
建设的决策部署，合力推进河南铁
路规划建设，取得重要成果，陆续建
成运营了京广、郑西、郑徐高铁，郑
开、郑焦、郑机城际，山西中南部通
道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了郑万、郑
合、太焦、郑济郑濮段、商合杭高铁
和蒙华铁路等重大工程，路网规模、
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为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
撑。

我省各级各有关方面站在全局
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米字形快速
铁路网建设的深远意义，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工作。今年前7个月，米字
形快速铁路网项目共完成投资 127
亿元，郑万铁路河南段桩基和承台
工程已完成99.5%以上，郑合铁路河
南段桩基工程完成99.3%，郑济铁路
郑州至濮阳段、太焦铁路河南段控
制性工程三季度将全线开工建设，
确保“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米字形
快速铁路网建设。

在这种大手笔的规划下，在米
字形快速铁路网的交通引擎驱动
下，河南将进一步提升在全国发展
大局中的地位，谱写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美好篇章。③6

由“十”到“米”起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