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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城乡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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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12 月 8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就国家大数据

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中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审时度

势，精心谋划，超前布

局，力争主动，运用大数

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

水平，加快建设“数字中

国”。

以战略眼光超前谋

划，积极推进大数据应

用 ，许 昌 一 直 努 力 向

前。2013年，许昌市被

住建部确定为国家智慧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城 市。

2016年，许昌市成立了

全国第一家地市级大数

据管理局，启用全省首

家政务云计算中心，建

设政府部门互联互通的

“信息高速公路”，不断

提高行政效率和为民服

务水平。

如今，许昌市民拇

指轻点，就能查找公交、

借阅电子图书、骑行公

共自行车、查询路况信

息……依托大数据，许

昌市涉及城管、交通、医

疗、教育、环保、水务、物

流、旅游等领域的智慧

应用应运而生，涵盖市

民衣食住行等方方面

面。

12月17日上午7时40分，家住许昌市区毓秀路的市
民王朋辉，打开“手机公交”客户端查看公交车实时运行
情况，发现103路公交车距离自家附近的公交站点只剩
一站路，立刻下楼候车。

“手机公交”许昌客户端是一款专为公交乘客打造、
利用手机快速查询公交信息的实用型软件，能够通过
GPS定位使用者的具体位置，显示其周边公交站点、线
路，为乘客提供即时乘车信息。许昌的“手机公交”日均
使用次数在6万次左右，用户活跃。

手持一张卡，能看病、能付款、能领工资、能交水电
费……在许昌，“许都通”居民健康卡发放量达到 80万
张，它具有身份识别、基础健康信息存储、医疗信息存储、
金融应用四大功能，能把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就医诊疗、
金融支付、工资代发、公共自行车骑行和水电暖气费用代
交等综合服务统统包含进去，实现一卡轻松搞定。

在公园、广场，市民可以通过当地建设的惠民智能终

端，免费使用城市WiFi，实时查询周边路况等信息。
从“智慧公交”到户外智能终端，智慧城市建设带给

许昌市民的是便捷服务和高品质生活——
“智慧城管”：手机扫一扫，公厕、公共自行车位置就

能找到；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主城区划分成1605个单
元网格、102个工作网格，居民身边的渣土抛洒、工地扬尘
等“琐事”，从上报、立案、派单到接单，几分钟内可直达责
任单位，每年解决各类城市管理问题逾30万个。

“智慧校园”：全市教育信息化工程全面推进，中小学
班级接入教育专网，课堂教学全部实现多媒体化，甚至家
长能对校园食堂“后厨”卫生状况一目了然。

“电子支付”：坐公交车没零钱、买东西、买车票、到单
位签到，手机一刷，全部搞定。

12个飘溢着书香的“智慧阅读空间”在市区人流密集
路段及公共服务场所陆续建成开放，13个“智慧菜市场”涵
盖主城区……许昌以智慧之手，开启百姓生活的“幸福模式”。

2016年年底，在许昌市召开的“五城联创”工作动员
会上，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提出，开启水生态文明城市、
生态园林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五
城联创”之路，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国家智慧城市，是我国数字化城市建设的最高荣誉，
是全国2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含区、县、镇）为之奋斗
的创建目标。按照许昌市创建工作的节点要求，到2018
年9月，智慧交通、智慧公安、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22项
智慧应用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到2018年年底，许昌市
将达到国家智慧城市创建标准，全力冲刺公共服务便捷
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
的国家智慧城市。

结合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进理念，许昌市因地制
宜，提出了“以5G技术为引领，以大数据为核心，搭建两中

心、四平台，实现N项智能应用”的建设内容：以最前沿、最先
进的互联网技术为引领，通过建设城市政务云中心和公有
云中心，支撑起网络基础设施、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城市公
共信息交换平台和信息安全平台四个平台，涵盖全市公共
设施、服务、管理、产业、安全五大方面的N项智能应用建设。

“谁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先人一步，谁就能在新
一轮城市竞争发展中抢占先机。”武国定说，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是契合许昌未来城市发展定位而做出的前瞻之
举，是许昌市实现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转型提升的新支
点和新动力。

许昌，将进一步挖掘、整合和配置城市各类有形和无
形资源，致力实现信息化、智慧化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
合。未来，一个政府运行管理更加高效、市民生活品质更
加优良的智慧新许昌，将屹立在中原大地!6

整合市直30多个部门的上亿条数据信息，打通了“信
息孤岛”；建立了人口、法人单位、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基
础数据库，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分类管理……

2016年 7月，许昌市在全省率先启用政务云计算中
心，建立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承接

“信用许昌”建设等61项信息化业务，开发政务、医疗、交
通等13项智慧应用，政务云“强政、惠民、兴业”的作用越
来越凸显。

“智慧许昌，将真正打破各部门之间的界限，打通城
市管理和服务市民的渠道。”许昌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马
红伟说，比如，过去市民办一张出生医学证明，需要提供
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明等证件。今后，如果市民的这
些证件信息都有统一的电子档案，就可以通过网络申请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由政务云计算中心后台将相关信息
传送到办事窗口，市民可以直接到窗口领取证件。

依托政务云中心，许昌市大数据管理局结合各部门
的个性需求，定制开发了“许昌市党务政务协同办公系
统”，满足即时通信交流、短信告知等现代办公需求，今年
1月正式投用以来，已累计发送公文800多件，各类通知
2000多个，公务邮件10余万封，实现了“公文纸质传输”
向“无纸化移动办公”转变。

同时，许昌市积极推进智慧管理延伸扩展，设置河流
水质自动监测站8座，建成大气监测微型空气站55个、重
点企业在线监控基站17个，市区356个建筑工地实现智
能监控全覆盖，585个单位和小区的4900台电梯建起应
急救援信息系统，织就了一张城市智慧大网。

本报讯（通讯员 张菡）今年以来，许昌市城乡规划局党
组创新采用“党建+”模式，研究确定18个党建项目，把党建
与中心工作有机融合，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努力实现基层党建的高附加值。

开发区规划分局党支部建立驻生物医药产业园“基层
党建服务站”，推进项目全程跟踪服务；市规划展览馆党支
部开展“规划进社区”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促进群众了解规
划、参与规划、支持规划、监督规划；魏都区规划分局党支部
建立规划工作进展情况台账，明确每名党员分包项目，将

“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带党建”落到实处。
“党建+”不仅加强了党组织堡垒，还有力推进了业务工

作的开展。在基数更大、种类更多的联审联批任务中，规划
审批率由67%提高到了83%，上升了16个百分点。《许港产
业带总体规划》《郑许融合空间布局规划》等重大专项规划
编制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大力推进重大专项规划编制、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规划审批、规划管理地方立法调研
等重点工作，规划信息化建设步伐显著加快，重点项目跟踪
服务系统投入试运行。

下一步，市城乡规划局党组将始终坚持“围绕工作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不断将党建工作的有形
阵地和服务功能向基层延伸，以基层党建新成效推动规划
服务新提质。6

本报讯（通讯员 王烁 杨明明）拓宽致富路，突出产业
支撑，提升“造血”机能，“输血”“造血”并重。颍阳镇党委政
府按照引企业促就业助脱贫的思路，创新探索出了为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的扶贫模式，走出了一条企业精准扶贫的
新路子。

“我们通过各方协调努力引进博斯努服装制衣有限公
司，改造原有的废弃面粉厂，建成了制衣扶贫车间，通过贫
困户贫困人员进企业车间务工的方式，增加造血功能，为脱
贫致富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2月17日，襄城县颍阳镇
洪村寺村第一书记李留军告诉记者。

今年67岁的刘延卿是颍阳镇洪村寺村的贫困户，妻子
身患重病，每年都要花费高昂的医疗费。根据扶贫政策，今
年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帮助他家盖了新房，并积极与入
住颍阳镇的许昌博斯努制衣有限公司分公司协调，帮刘延
卿在公司里找到了一份保洁员工作。“在这儿一个月能赚
1000多元工资，我还种着地，脱贫绝不是问题。”刘延卿说。

据了解，许昌博斯努制衣有限公司分公司于今年10月
在颍阳镇洪村寺村正式投入运营，吸纳洪村寺村及周边村
庄贫困户家庭成员进入公司工作，享受到了“家门口”式的
就业服务。6下足“绣花”真功夫

——来自许昌脱贫攻坚一线的故事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12月 14日，许昌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
花，气温骤降。

贫困户的住房是否漏水？窗户是否透
风？有没有过冬的棉衣、棉被？许昌市驻
村一线的帮扶干部，入农家、查危房、扫积
雪、送被褥，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贫困户
心坎里。

雪中送暖只是许昌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一个画面。许昌市委确定12月份为“脱贫
攻坚决战月”，全市3万名帮扶干部以强烈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下足“绣花”功夫，书写
出一个个动人的脱贫故事……

扶贫更要扶志——王凤菊的笑容

“压面条机安装好了吗？技术员有没
有教你怎么使用？”12月 14日，记者来到
襄城县姜庄乡许邓村，驻村第一书记刘传

海正和贫困户王凤菊拉家常。来自许昌
市直工委的刘传海，到这里担任第一书记
已有两年，用行动赢得了困难群众的信
赖。

“传海大哥的开导和帮助，让俺对脱贫
充满了信心！”王凤菊站在一台崭新的面条
机前，满面笑容。

素有“老东坡、蛤蟆窝”之称的许邓村，
地理位置偏僻。以往，王凤菊因为找不到
致富门路，一度思想消沉。刘传海一次次
耐心劝导，让她解开思想疙瘩。脱贫缺技
术，刘传海鼓励她报名参加脱贫技术培训
班，掌握致富技术；创业少门路，刘传海积
极与相关企业联系，为其免费提供了一台
面条机。如今，王凤菊的面条铺马上就要
开张，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贫困户的情况不是千人一面，需要因
人施策。扶贫先扶志，要把大伙儿脱贫的
主动性调动起来。”刘传海初到许邓村时，
村里有127户 426人生活贫困，如今，这个

数字下降到6户22人。

输血更要造血——榆林村的变迁

“朱大爷，下雪了，我给您带来了一床
新棉被，睡着暖和。”12月14日9时许，许昌
市科技局派驻长葛市后河镇榆林村第一书
记吴卫东走进村民朱付申家，嘘寒问暖。

在位于长葛市西北角的榆林村，朱付
申家是该村最困难的家庭之一。他老伴儿
患有精神疾病，儿子一个失踪多年，另一个
身有残疾。驻村帮扶，让朱老汉家的日子
发生了改变。

“一个光伏发电扶贫项目，让16户贫困
户每年都能享受最低3000元发电补贴，而
且持续25年。”吴卫东说，朱付申还被聘为
村里的保洁员，每月有600元的收入，再加
上他和老伴儿都能拿到低保、补贴等，实现
脱贫不成问题。

“要想斩断穷根，‘输血’更要‘造血’，

开展产业扶贫是关键。”吴卫东说，由森源
集团开设的扶贫工厂，优先吸纳贫困人员
20余人，建设3000亩迷迭香种植基地，让
困难群众既能当股东，又能通过迷迭香种
植获得务工收入。

身入更要心入——“女汉子”作风

12月 14日中午，长葛市南席镇毛庄村
贫困户尹遂立的家里暖意融融，“好闺女”
杨雪峰正忙着给老两口下饺子。

年过六旬的尹遂立膝下无子，他的妻
子张爱荣因病下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
理。2016年 6月，干练利索、走路风风火火
的长葛市卫计委干部杨雪峰被派到毛庄
村，成为尹遂立家的帮扶责任人。

为尽快改善老两口儿的生活处境，杨
雪峰以最快的速度给尹遂立家落实了低
保、残疾人补贴等各项政策，还为张爱荣申
请了慢性病卡和一辆轮椅。她又通过协
调，让尹遂立当上村里的保洁员和农业保
险协管员。这样，杨爱荣看病能报销，又有
各项补贴，老两口的生活有了保障。

“扶贫不是‘镀金’，是要为老百姓办实
事。‘扶贫路上一个不能少’，是党委、政府
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要把脱贫工作
做实做好。”杨雪峰说。6

襄城县颍阳镇

打造企业精准扶贫新路子

信息速递

曹魏古城是许昌市倾力打造的传承三国文化的重要载
体和“三国游”龙头项目，目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曹魏历
史文化的展示高地、许昌市的人文形象名片。目前，曹魏古
城已经初具规模，建安书社、正义茶社等许昌人记忆中的场
馆都保留了下来。古城依护城河而建，规划面积3.9平方公
里，欲打造5.3公里长的环护城河曹魏风情带。图为12月
18日，曹魏古城大型文化产业项目施工现场 6 牛原 摄

□本报通讯员 张小利 王敏

“请问5号选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市县巡察工作提出了什么要求？”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

迎着冬日的暖阳，长葛市委巡察办组织的学习十九大精
神暨《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知识竞赛现场气氛热烈。
据了解，连日来，市委巡察机构组织党员干部采取灵活多样
的形式，认真学习领悟十九大精神，让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合理安排深入学。根据巡察工作实际情况，在合理安排
集中学习的同时，充分利用电视、报纸、书刊等载体，依托网
站、公众微信号等网络媒体，多维度、多视角，全面深入细致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巡察工作的开展助力加油。

巧用专栏交流学。充分发挥巡察办墙报宣传作用，特
意开辟“我心中的十九大”学习专栏，张贴每位巡察干部学
习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目前，已累计张贴学习心得体
会50余篇。

依托活动创新学。在市委巡察机构举办“喜迎十九大·
铸剑展风采”主题研讨活动，多名同志围绕学习报告精神，结
合巡察工作畅谈心得体会，引发全体巡察干部的强烈共鸣。

立足实际互助学。在巡察进驻期间，巡察干部利用工
作间隙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新
思想新精神。身体力行，学思践悟，以十九大精神指引巡察
工作，实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6

长葛市委巡察机构

多举措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智慧之手，让生活愈发便利

云端发力，让城市更加“聪明”

巧用数据，让许昌成为标杆

近日，河南省首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许昌市图书
馆开馆。至此，许昌市已经构建起了许昌市图书馆、流
动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掌上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市民可以不受图书馆开放时间
限制，实现借书、还书、阅读等需求。图为自助还书机

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指挥大厅工作人员进行案件甄别，并及时派遣责任单位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