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安阳市十件民生实事

●实施 118条市政道路建设。其中，建成永明
路北段、迎春东街、钢三路等50条道路，完成铁西路
南段、商都路等15条道路大修改造。

●规划实施迎宾公园等 190个园林绿化项目，
开工建设165个，年内完成153个（已开工171个，完
工136个）。

●开工建设市一中新校区、市实验幼儿园新园。
确保六十九中竣工。招聘农村特岗教师300名。

●开工建设第五人民医院病房楼、第二人民医
院新院、残疾人康复中心。

●开工建设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市文化
艺术中心、市体育中心。

●新增新型公交车50台。新增城市公共自行
车3000辆。

●开工建设第六水厂。
●解决所有贫困村安全饮水问题。
●实施县乡公路三年提升计划，今年新改建农

村公路300公里。完成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农田
机井通电和贫困村通动力电工程。

●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3780套，基本建成棚户
区改造和公共租赁住房16000套。

疏通堵点

118 条市政道路、153个公园
绿地“亮相”，市民给安阳“城市颜
值”打出高分

紧扣“焦点”

558名农村特岗教师“就位”、
3家医院新楼“开工”，农村孩子享
福了，患者就医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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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草根宣讲团”的第一课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12月 13日上午9时，汤阴县白营镇大付庄村村委会会
议室里比往常热闹得多。听说汤阴县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要
来村里开专场，40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提前半小时就
赶来坐好。屋外天寒地冻，室内暖意融融，20多平方米的屋
里挤满了人。听众个个坐直身体，睁大眼睛，全神贯注。

“要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必须毫
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台上，宣讲者高心怡的
声音洪亮，语气激昂。她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变革讲起，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再到如今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时还穿插些历史故事和最新时政消息。

这是高心怡第一次在群众中间宣讲十九大精神，别看她
镇定自若、神采飞扬，其实心里可紧张着呢。“以前我只讲过微
型党课，相比起来，十九大精神宣讲要求更高，需要我吃透理论，
再加上受众是老百姓，还要尽量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

今年11月，汤阴县委宣传部经过层层选拔，从党政机
关中挑选出8名代表，组成草根宣讲团，深入乡镇村庄，为
老百姓解读十九大精神。高心怡说，为保证宣讲效果，她和
全县 7名“草根宣讲代表”接受了为期两周的宣讲系统培
训，把十九大报告读得滚瓜烂熟，还根据当前老百姓的实际
需求，上网查找和报告内容息息相关的历史故事，加入到讲
义中，方便群众理解。12月 13日，宣讲团同时在白营镇4
个村庄开讲。“以后每天1-2场，要在明年1月底前，讲遍汤
阴10个乡镇，覆盖全县100多个村庄。”高心怡说。

“宣讲员讲得非常深入透彻，很好理解。农村工作不好
做，俺想看看，能不能把十九大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大
付庄村综治办主任代金安听得认真，光笔记就记了好几页。
他说，这次宣讲是他今后工作的指南针。

“通过听众们的反应，我从中也有所收获，在以后的宣
讲中我会不断完善和发展。”宣讲结束后，高心怡表示，要继
续充实讲义内容，以更加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给群
众讲好、讲透十九大精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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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
就是最好的回应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没有仪式，只有持续的掌声；没有鲜花，只有刷刷的记录
声。前不久，在安阳市岷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70
余名生产骨干聚在一起，认真倾听党的十九大代表、河南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职工孟瑾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参加党的十九大，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既感
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又感到党和国家对一线工人的重
视。”孟瑾激动地说。

身着工装，胸佩党徽，孟瑾声音洪亮，不仅把十九大精
神原汁原味讲解出来，还结合工作实际，畅谈心得体会。

“进入新时代，我们一线工人应该怎么做？”宣讲会上，
孟瑾提出一个设问。

“我们学习十九大精神，就要用心感受报告中蕴含的力
量，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写在
工作岗位上。”孟瑾说，新时代工人，必须有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精神，在实践的过程中遇到难题，要用创新的思维去解
决，努力成长为企业需要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近两小时宣讲结束后，十几个工友又将孟瑾团团围住。
“孟工，俺是普通员工，该咋响应十九大精神？”“孟师

傅，新入职的大学生，如何在企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
自身价值？”工友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也和您一样，是企业一名普通员工。我觉得我们首
先要对党中央、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充满信心，把自己的小梦想同企业梦、中国梦紧密联系。
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就是对十九大报告最好的回应。”孟瑾
认真地说。

“刚才孟师傅讲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使我们对企业创
新有了更多的理解，我要向她学习，把全部智慧贡献给企业
和国家！”新职工张琳说。

“在电视上听报告觉得距离自己比较远，听党代表面对
面一讲，感觉这些政策和精神跟我们企业实际特别贴合。”
岷山公司总经理宋杰对记者说，“听了党代表的宣讲，我对
企业发展目标更加明确了，就是要依靠技术引领、创新驱
动，走出一条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强企之路。”7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为切实搞好扶贫政策
宣传，提升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满意度、认可度，确保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内黄县从12月中旬开始至2018年1
月底，在全县开展“扶贫政策宣传月”活动。12月 23日，记
者在内黄县看到，活动正在532个行政村、社区如火如荼地
开展。

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腰鼓、小品、快板等
表演形式为载体，重点宣传贫困人口识别的标准、程序，贫
困村、贫困人口脱贫退出的标准、程序及各级各项扶贫政策
措施和帮扶成效，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对中央、省、
市、县、乡的扶贫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该县还印发了贫困户、一般农户扶贫政策“明白
卡”，并且全部张贴到户；录制了扶贫政策宣传广播音频文
件，组织流动宣传车不间断地进行巡回宣传，各村也通过村
内大喇叭每天进行2次宣传。

“我们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扶贫政策，通过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政策讲深、讲透，让扶贫政策在枣乡大地
落地生根。”内黄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县将以扶贫政策宣
传活动为契机，再次掀起脱贫攻坚工作高潮。7

内黄县“扶贫政策宣传月”
活动如火如荼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岁末的安阳，寒意沁人。

然而，我们却在这座城市里，寻觅到很

多暖人的民生细节：天空更蓝，持续不断的

“安阳蓝”刷爆朋友圈，彰显出治霾的决心；

多条断头路“打通”启动，涌动着啃下出行难

“硬骨头”的信心；多个公园水系或建成，或

在建，昭示着坚持生态立市的恒心……

今年年初，安阳市委市政府承诺努力做

好棚户区改造等10件民生实事，并将之罗列

公布。12月 18日，记者从安阳市督查室获

悉，2017 年 10件民生实事中 9件已完成。

完成的效果如何？市民的反映又如何？

政府交“答卷”群众当评委
——看市民如何评说2017年安阳十件民生实事

在北京工作的张金强是地地道道的安阳人，只
要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年都要回老家一趟。

12月 20日，张金强回来看望父母，一家三口下
高铁后出安阳东站，打个车穿过文明大道，再转到文
峰大道，20分钟就到了位于铁西的家。万里晴空下，
安阳城区道路笔直顺畅，市政路网四通八达，道路两
侧色彩斑斓、步移景换，一年没回过家，家乡的变化
让张金强“刮目相看”。

“以前回安阳，从高铁站到家怎么也得40多分钟，
赶上堵车更没个点，现在好了，从铁东到铁西的距离感
觉一下缩短了。”张金强说，安阳目前的城市面貌，他给
满分。张金强的话道出了很多安阳人的心声。

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安阳市机动车保有量增
加80733辆，随着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市区部分道路
已不能满足车辆通行和城市发展的需要。2017年年
初，安阳市委、市政府将“118条市政道路建设”纳入
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项目内容。除此以外，打通“断
头路”，修建分流岛，也是今年市政道路建设的重
点。随着文峰大道中华路口、文昌大道中华路口和
文峰大道光明路口等25个路口分流岛建设任务的完
成，市内道路通行能力全面提高。

“泰山石旁留个影，草坪周围转一转，广场之上
走一走，休闲漫步真洒脱。”12月 24日，在殷都区丹
枫园，正在遛弯的郭天生老人哼起自编的顺口溜。
广场上片片绿植十分“惹眼”，松树、枫树、女贞错落
有致，8000平方米的景观湖碧波微荡、芦苇丛丛。广
场被群众自发分成太极拳、广场舞、合唱团、鞭驼等
娱乐区域，歌声、笑声、欢呼声不时传来。

今年，安阳市计划建设190个园林绿化项目，丹
枫园是第一个建成投用的百亩公园。随后，43个小
游园以及人民大道、文昌大道、中华路等7条20米宽
的生态廊道也相继开工。

棚户区是城市发展的足迹，装载了城市的记忆
和故事。但房子跟人一样，一旦老了不但功能退化，
连相貌都不再清秀。

为了让城市形象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今年，安
阳市将棚户区改造列入年度十件民生实事。截至目
前，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3780套，基本建成棚户区改
造和公共租赁住房 16000套，包括殷都区、文峰区、
北关区、龙安区、示范区、高新区共22个项目。

城市脉络更加畅通，生态廊道已具雏形，城市记
忆被植入城市景观，公共艺术与景观交织出新的城
市肌理，安阳“城市颜值”越来越高。

繁华的文峰大道上，每隔几百米就设有一个弧形的
公交港湾，每个港湾都设有木质长椅，还配备一台数字化
电子站牌，站牌上显示有“公交地图”，每路公交车目前所
处的位置、距离此处还有多远等，一目了然。崭新的绿色
纯电动公交车在穿梭的车流中十分醒目，公交车司机身
着统一制服认真驾驶车辆，乘客们有序乘车，从容闲适。

两年前，情况却非如此。彼时，随着安阳经济迅猛
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市区人口急速膨胀，而公交
车辆大多是配置低、能耗高、污染严重、濒临淘汰的“老
弱病残”车，车容车貌差不说，市区内竟然没有一台空调
公交车。

公交车发展看似“事小”，却关系着百姓的幸福感和
城市的竞争力。为此，安阳把“大力提升公共交通”写进
今年10件民生实事，把提高市民出行满意度作为提升
幸福感的一项重要指标，推动城市公共交通跨越发展。

今年9月，市里投资 3.93亿元，购买 300台比亚迪
纯电动公交车，投放在1路、36路、23路、14路、7路等主
干线路上，基本实现主城区公交车全电动化。与之配套
的充电站已经在高铁站停车场、王裕口停车场、彰德路
停车场等6处场站陆续开工建设。

不仅公交车“改头换面”，市民们今年还幸运地赶上
“共享单车”的步伐。早在2015年，该市就开建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在主城区投放“小绿”自行车3500辆。近年
来，小黄车、摩拜等“共享单车”逐渐在全国兴起。“安阳什
么时候才能有共享单车？”市民们经常发出这样的疑问。

今年8月，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发布《关于引入共享
单车的通告》，经过公开报名、专家评审、政府审批等程
序，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四通
八达都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家公司从众多报名公司
中成功入围，各自投放1500辆共享单车。

10月 1日当天，3000辆橘红色的共享单车在安阳
市区投放运营。“共享单车投放后，我市将形成公共自行
车与共享单车互补共存的局面。”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有了共享单车，感觉城市品位上了个档次，跟上大城
市的节奏！”12月20日，已经有两个多月骑行经历的张帆
告诉记者，他家住文峰区富泉街的华城国际花园，在安阳
某市直单位就职。“有了共享单车，出家门口骑上车十几分
钟就可以到单位。”人高马大的他笑着说，骑自行车正好可
以锻炼身体。

在安阳，一个与现代城市功能相匹配的城市公用交
通体系逐步建成。

攻坚痛点

300辆纯电动公交、3000辆
共享单车“上线”，市民出行更舒
适、更绿色

教育、医疗等向来都是民生实事的焦点。在今
年安阳民生实事推进中，记者注意到，事关这两类实
事，其推进速度和力度都超乎寻常。

“90后”的宋淼在2017年安阳市农村特岗教师
招聘考试中脱颖而出。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她，今
年被分在汤阴县的一所学校。“尽管来之前我已经做
好心理准备，但来到学校后看到这里的条件，心里还
是有些忐忑。”宋淼说。然而，经过与学生的短暂接
触，她被孩子们的天真纯朴和渴望知识的眼神所打
动，暗下决心留下来，把梦想和希望带到孩子们心
中。除了物理和政治两门课外，宋淼还经常在课余
时间给孩子们放电影，丰富他们的学习生活。

如今，一个学期即将过去。谈起特岗教师给学
校带来的变化，该校负责人颇有感触地说：“他们年
轻有活力，课堂教学不呆板，给学生带来很多新鲜的
东西，学生长了见识，成绩也都提高了。”

作为今年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安阳市继续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今年
共招聘特岗教师558名，其中内黄县270名、林州市
98名、安阳县70名、汤阴县120名，超额完成原计划
300名农村特岗教师招聘任务。

与此同时，备受市民关注的安阳市一中新校区、
市实验幼儿园新园也按计划开工建设，六十九中综
合教学楼和运动场看台也基本完工，届时将解决市
区5400名学生、1100幼儿上学和入园难的问题。

医疗卫生事业事关百姓身体健康，加快医院建
设作为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内容，也被列入今
年的民生实事清单。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病房楼、
第二人民医院新院、残疾人康复中心陆续开工建设，
同时，市各家医院纷纷在现有基础上积极进行软硬
件“升级”，成效明显。

“2017年安阳市十件民生实事已经基本完成，
未完成的还须加把劲，特别是市民期待已久的中国
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市文化艺术中心、市体育中
心，还需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尽早圆市民的‘文体’
梦。”安阳市政府督查室负责人说。

已经完成的民生实事也需要进一步的跟进。市
民张先生称，共享单车已经上路，但后续如何管理和
完善，仍需相关部门持续关注；随着一些小区住户的
增多，能否新设一些共享单车停放站点，或者对现有
站点进行动态调整。市民李先生说，今年第六水厂
已开工，但何时能够建好，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
督。安阳多位市领导也在一些推进会上强调，民生
实事完成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后续的跟进与完
善更为重要。7

“感触最深的就是交通越来越便捷了。还记得

刚上学时要拖着行李走很远挤公交车，现在在校门

口坐公交车，直达市中心、火车站，出行越来越方便，

校园越来越美丽，安阳也更时尚了。因为满满的幸

福感，我选择了毕业后扎根安阳。”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大四学生刘昊然

“以前俺村是土路，一到雨雪天就泥洼洼的，出行

很不方便，今年政府给俺们修了水泥路，汽车直接能

从山下开上来。村里路好了，不少游客自驾到村里，

村民们搞起农家乐、采摘，腰包也鼓起来了。”

——林州市石板岩镇贤麻沟村村民刘大勇

“俺家今年拆迁，一开始我不老愿意，后来到正

在建设的新小区走了一趟，发现环境‘高大上’，配套

设施全，道路宽，还有健身器材、篮球场、监控系统

等，可高级啦。俺这会儿就盼着小区赶快交工，我们

能尽快住上新房。”

——家住市北关区的市民老张

百姓声音

市区新建的分流岛上色彩缤纷如同花园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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