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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许洋

近几年，到过许昌的人，纷纷惊叹这座城市的美
丽——流光溢彩的科技广场、亭台别致的中央公园、
水光潋滟的鹿鸣湖景……街景、水景与园林尽显品
位，散发魅力。

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背后，是一支有力的规划
之笔在运筹帷幄，细心雕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
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近年来，许昌坚持以规划
引领城市发展，本着对历史、对未来、对子孙后代负责
的态度，高起点、高质量做好城乡规划工作，勾勒出富
有现代气息的发展格局，打造出独具魅力的城市空
间，带给广大许昌市民更加美好的未来期许。

规划决策票决
让决策更加公正透明

不久前，因规划标准不高，许昌城市水系周边一
个用地项目规划首次送审时，被许昌市城乡规划建
设委员会成员以票决形式“否决”；在听取专家意见
认真修改后，这一规划才通过了评审……

11月 2日，许昌市规委会成员辛国奇这样对记
者说：“想到许昌未来建设得怎么样，可能取决自己
手中那一票，就不能不慎重对待,行使好权力，为城
市建设把好关。”

近年来，许昌市所有规划项目，从上报到审批，
至少需经过内审会初审、技术会评审、会前汇报会把
关、规委会决策四道关口。同时，所有经过规委会审
批的项目，都要通过网站、报纸等渠道，进行批前公
示和批后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了公众参
与、专家评审、政府决策“三位一体”审批机制。

2016年4月，许昌市在全省率先实行规划评审票
决制。票决制按照“客观公正、一人一票、唯一意愿、多
数通过”的原则，由许昌市规委会委员对规划项目进行
电子投票，并现场公布结果：单一方案进行的表决，须
有2/3以上（含本数）与会委员赞成方可通过；多方案
进行的表决，须有1/2以上（不含本数）与会委员赞成
方可通过。实行票决制的目的，在于让规委会成员充
分表达意见，进一步提高规委会的决策质量。

票决制的实行，杜绝了“人情规划”“关系项目”
和“个人说了算”的不科学、不正常现象，有力保障了
规划决策的科学、民主、公开、透明。去年以来，该市
规委会共票决通过290个项目，票决通过率97%，社
会各界对规划公示项目满意率达到98%。

10月 31日，在许昌市召开的全省文明城市创
建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会议上，许昌市的规划
决策票决制受到各方充分肯定，被认为“提供了可推
广、可复制的模式”。

三维模拟系统
让规划从纸上“立”起来

规划成果自己能“站”、规划方案现场能“换”、规
划指标自动能“算”、地下信息透明能“看”……前不
久召开的一次许昌市规委会，对新元大道延伸工程
等18个规划项目进行评审，（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11月 3日，比阳光更灿烂的是郏县
安良镇安西村贫困户、孤寡老人程文福
的笑容。一个星期前，因慢性胃炎入院治
疗的他康复出院，让他欣慰的是，近
2000元的医疗费在经过基本医保、市县
贫困人口补充医疗保险等报销后，自己
仅花费了20多元。“多亏有了健康扶贫
好政策，要不然俺哪有钱看病！”

平顶山市市长周斌说：“作为党委、
政府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脱贫
攻坚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
键时期，健康扶贫则是脱贫攻坚的坚中
之坚。”目前，仅平顶山，因病致贫、返贫
的就有23966户，占贫困户的48.85%。

如何拔去“病根”除“穷根”？针对
全市所有的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平顶山市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工程，
以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为基础，以医疗保
障为底线，以信息化大数据运用为支
撑，以便民惠民为导向，实现健康服务
全过程、全周期、全覆盖，为贫困人口迈
入全面小康社会撑起健康“保护伞”。

预防为主 让贫困人口少生病

10月27日，一份富有针对性、可操

作性的平顶山市贫困人口疾病谱出
炉。近两个月来，平顶山对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逐户逐人开展患病情况筛
查、摸底、登记，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准
严重影响群众健康的主要疾病，在此基
础上制定干预措施和区域性防控措施。

减少疾病，以预防为主；精准识别，
方能靶向治疗。打开全市贫困人口健
康动态管理系统，每一名贫困人口的病
史、健康状况等信息一目了然。按照老
年人、儿童、孕产妇、高血压等重点人群
分类，平顶山为全市贫困人口建立起一
份电子健康档案。根据信息，各乡（镇、
街道）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他们提供免费的健康体检、随访、转诊
等健康管理服务，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更
新录入系统，在实施动态管理的同时，
进行分类健康干预。

提升能力 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

10月 29日上午，在郏县薛店镇韩
店村的卫生室里，身患脂肪瘤的贫困户
王爱玲正通过视频，接受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和县中医院、镇卫生院的四方专家医生
会诊。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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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工程

拔去“病根”除“穷根”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陈润儿到河南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用新思想武装师生头脑
让新思想指引人生方向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李圆圆

11月 3日，记者在郸城一高
采访时，党的十九大代表、郸城一
高校长刘成章仍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十九大报告对教育很重
视，非常振奋人心，我第一时间就
把自己最深切的感受与大家分享
了。”刘成章说。

刘成章告诉记者，10月26日
下午，他从北京参会归来后就直
接来到学校，连夜制作出了宣讲
十九大精神的PPT。

27日一早，在学校会议室，刘
成章与全校管理干部和部分一线
教师，一起分享自己参会的经历
和收获，传达十九大精神。

刘成章一边演示着 PPT，一
边大声朗读，“报告提出，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
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报告还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位置，并强调要推进教育
公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

“参会回来后，我深深感到我们
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我是从一个农
村娃成长起来的，深知寒门学子求
学的艰难，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成才，
不仅是为国家增加人才储备，更是
为帮助农村贫困家庭走出贫困点
燃希望。”刘成章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要把学校建设好、把学生培
育好、让更多孩子健康成长成才！”

“十九大已经给我们描绘出
了教育发展的宏图，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们会加倍努力，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尽心传道、授业、解
惑，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不断输
送优秀人才！”听了宣讲，郸城一
高教师韩参军激动地表示。③5

让更多孩子
健康成长成才

11月3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开展“青春献礼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学院四个年
级多个团支部开展交流学习心得、汇报学习成果等活动，展示“不忘初心跟党走”的青春宣言。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1月 2日，市
民 在 新 乡 市 新
华书店翻阅党的
十 九大文件和学
习辅导读物。据
了解，该书店在店
内设置了“十九大
党政理论读物”展
台，短短几日订购读
物近四万册。⑨6
赵云 摄

学习十九大报告 一日一课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奋勇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开栏的话

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省上下的首要政治
任务。为方便广大
读者学习十九大精
神，本报即日起开设
“学习十九大报告·一
日一课”专栏，以关键
词、金句摘要、图解等
形式，梳理十九大
精神的重要思想、重
要观点、重大判断和
重点内容，以飨读
者，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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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11月 4日下
午，省长陈润儿走进百年学府河南大
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师生代表
交流座谈。

他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指引
人生方向。

当天下午，河南大学图书馆三楼
会议室座无虚席。陈润儿联系历史
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与
师生代表分享自己对十九大精神的
学习体会。陈润儿说，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要做到“四个
深刻理解”：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
的政治论断，深刻理解把握“新思想”
的丰富内涵，深刻理解把握“新目标”
的战略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新要求”
的历史担当。

“‘新时代’是贯穿党的十九大报

告通篇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陈润儿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形
成的历史性影响，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依据。新时
代突出的特点是人民生活需求、社
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要求都
发生了变化，但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
历史阶段的判断没有改变，基本国
情、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仍没有变，这
一系列重大判断标定了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党的大政方针的
科学依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理
论逻辑、是落实党的发展任务的原则
要求，必须统筹把握、深化认识、学深
悟透。

“‘新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陈润儿说，新思
想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
史与时代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围绕怎么更加强起来、更高举起来、更
好带起来“三大问题”，系统回答了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
章，是党的十九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为我们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提供了行动指南。陈润儿还对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目标”“新要
求”进行了深入阐释。

宣讲中，陈润儿与在场师生交流
互动，并就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加快高校“双一流”建设等回
答了师生提问。

在回答关于“大学生应该怎样成
长成才”的问题时，陈润儿特别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大学是青年时期的一个关键阶
段，未来五年既是国家“两个百年”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同学们完成学
业投身实践的人生交汇期，要“珍惜韶
华、敏于求知、勇于创新、积极探索”。
他寄语青年学子，打开心智学习新思
想、张开双臂拥抱新时代、迈开大步奔
向新目标，特别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引
方向，不断增强理论认同、思想认同、
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在新时代书写新
的华章。

陈润儿还对河南大学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
注意把握精神实质、讲究宣讲方法，让
宣讲更加生动、有效，让广大师生真正
学懂、弄通、做实，推动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高校落地生根，推动河南大学这
所历史名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
团结奋进、再续辉煌。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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