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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之欲坚，谋之欲深
——改变形象开展三年“大拆违”

行动奔着问题去，功夫下在短板上。
2017年，市委、市政府经过大量调查

研究，对安阳城市建设管理作了深入系统
地剖析，全面梳理存在的短板。同年5月
12日，安阳市召开全市违法建设整治动员
会，下发《2017年安阳市违法建筑整治拆
除行动方案》，成立由市委书记李公乐任政
委，市长王新伟任指挥长，相关市级领导和
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违法建设整治行动指挥
部，下设综合协调组、督导督察组、宣传组、
执法保障和信访稳定组，抽调20多人集中
办公，形成“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各区具
体实施、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

拆违是一项硬碰硬的工作，来不得半
点含糊。安阳市坚持大员上阵，实行“一
把手”工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
管领导每周三次在早晨6:30—8:30之间
查看拆违工作，每十天分管副市长召开一
次协调推进会，查漏补缺。

确保违法建设整治拆除工作的规范
化、合法化，工作之初，市城市管理局组织
对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中队长以上人员进行
违法建筑拆除专题培训，与此同时，指挥部
严格落实环保拆违要求，采取湿法作业，及
时清理建筑垃圾，拆违后的现场做到全密
闭苫盖，适时进行绿化或公共设施建设，杜
绝对大气污染防控造成不利影响，为整治
行动戴上了“安全箍”“环保箍”。

2017年，安阳市“拆违”取得阶段性
成果，全年累计拆除违法建筑10373处，
拆除面积6392401平方米。

大拆违，拆出了发展新空间，拆出了
安阳新面貌。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提升形象让古都“绿”起来

“安阳的绿树花草是越来越多了，在这
里生活真是一种幸福。”5月8日，在安阳待
了20多年的浙江客商张辰感慨地说。“现
在推开窗户就可以将绿色尽收眼底。”

如今走进安阳，住宅小区、机关庭院
绿树掩映、浅草如茵；街头巷尾游园广场
星罗棋布，随处可见老人、孩子畅游在绿
色的海洋中，或健身、或跳舞、或高歌、或
闲谈……

一组数字足以见证安阳市园林建设
的变化：2017年，市区新增绿地2820亩，
其中公园绿地749.1亩，居住区附属绿地
29.6 亩，道路绿地 227.6 亩，防护绿地
1815 亩，中心城区绿地率较上年增加
0.8%，达到 35.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
加 0.5 平方米，达到 11.55 平方米，“推门
见绿”逐渐成为市民生活日常。

“园林效应”日渐显现，安阳发展生机盎
然。“2018年，我市又重点实施园林绿化项
目185个，城区预计新增绿地面积19191
亩，概算总投资47.3亿元。其中100亩以
上大型公园项目15个，50至100亩以上的
社区公园项目7个，50亩以下项目游园项
目31个，廊道绿化项目92个，见缝插绿项
目40个。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02个项
目，新增绿地面积达到10410.8亩。”该市
园林管理工作人员说，在工程建设中，市园
林管理处的工程技术人员负有高度的责任
心，不论气候条件、工作环境，始终坚守工
地，旁站监督，严格按照设计要求，统一标
准，严把树苗质量关、栽植关、浇灌关，有效
保证了工程质量和绿化美化效果。

除了公园游园项目的建设，道路绿化
是城市绿化的风景线。去年以来，全市共
补植补栽大乔木 1250 株，各类花灌木
56900余株，草坪地被植物近 5400平方
米，并在城市主干道、重要节点、滨河绿地
等区域增植开花乔灌木，共计增植大型乔
灌木1.27万余株，增植小灌木22万余株，
让城市园林色彩不断丰富，城市园林艺术
不断提升。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以绣花功夫让城市更宜居

从“大拆违”的前奏序曲，到“大绿化”
的全面展开，思想在行动中统一，力量在
行动中凝聚，成效在行动中展现。

去年以来，市城市管理局累计拆除各
类广告 8256块，督促清理小广告 13.1万
余处。组建完成了8家大型建筑垃圾清运
车辆管理公司和3家小型清运车辆管理公
司。截至2017年年底，共引进新型建筑垃
圾清运车辆254辆，全市建筑垃圾密闭化
清运车辆达到384辆，投入100多万元建
成了建筑垃圾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了建
筑垃圾清运车辆GPS定位和4G视频影像
监管并与全省监管平台联网运行，加强了
科技化监控、联动查处和道路污染应急处
置三项机制建设，推动了建筑垃圾管理规
范化。

同时，强力推动机械化清扫作业规范
化，市区可实施机械化清扫道路的机扫率
达到100%。推行道路保洁“以克论净”，
规定主次干道每平方米积尘不超5克，滞
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背街小巷每平方米
积尘不超 10克，滞留时间不超 10分钟，
极大提升了道路保洁质量；推进城市清洁
行动，“全民洗城”已成惯例；大力开展“厕
所革命”，市区新建公厕 27座，对 147座
三类公厕提档升级，对城中村、城乡接合
部760多座公厕提档升级，解决群众如厕
难问题。加大油烟污染治理力度，露天烧
烤现象杜绝，排查餐饮服务业4009家，应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3450台，已全部安装
到位。

改变的是城市面貌，提振的是发展信
心。

初夏时节，开放不久的彰德游园面貌
一新。清洁的路面、清爽的建筑，整齐的隔
离栏、丰茂的行道树、精美的文化浮雕……
徜徉在这里，市城市管理局的同志们一脸
自豪，决心很大：“我们要抱着不输宁杭、比
肩沪上的信心和决心，加强精细化管理，努
力打造宜居环境，为人群众管好城市。”

提升的是城市文明，受益的是广大百姓。
“环境美了，生意好了。”在文峰区惠苑

街经营牛肉汤店的庞师傅，最近心情很好。
“以前门上、墙上甚至台阶上都是小广告，让
我家的小店看起来档次很低。”前段时间，社
区对这条小巷进行了改造，“牛皮癣”长不出
来了，彻底改变了这里的脏乱差。

一幕幕旧貌换新颜的画面、一组组浸
透汗水的数字，彰显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民生底色，凝聚的是共建美丽家园的不竭
民力，赢得的是上下同向的强大民心，人
民群众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匠心治城，安
阳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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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促和谐
5608 名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提升群众获得感

“家有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这
是我新采购的流动食品车，现在每天都有
了固定收入，脱贫致富不是梦！”5月 10
日，安阳县瓦店乡大寒屯村建档立卡贫困
村民郭艳东高兴地说，他已是第二次参加
县人社局行业扶贫培训班，学会了烙饼、
拌面等中式烹饪技巧，靠卖风味小吃，今
年他已经成功脱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全市脱
贫攻坚工作中，市人社局发挥自身优势，主
动挑起重任，大力开展转移就业扶贫，推广

“企业（专合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开展
送岗位下乡、居家灵活就业项目进贫困村
活动，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促进贫困劳动
力转移就业；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提升贫
困劳动力技能水平；探索“创业培训+项目
推介+创业帮扶”模式，帮助有创业愿望和
创业能力的贫困劳动力创业兴业。

去年一年，市人社局为 1728名贫困
家庭劳动力提供创业服务，为519户贫困
家庭劳动力、贫困村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3954万元；创新贫困劳动
力培训形式和补贴政策，共培训1657人；
开发公益性岗位精准托底安置，开发公益
性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226人……

为了破解贫困户因病致贫、返贫难题，
他们通过采取扩大医保药品目录用药范
围、严格控制困难群众住院不合理医疗费
用、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开通
困难群众门诊慢性病鉴定及用药“绿色通
道”、扩大贫困人口患者门诊慢性病保障范
围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贫困人口享受医
保待遇水平；协调民政、卫计等部门，整合
保障基金、经办流程，实现县域范围内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民政救助和政府医
疗保障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通过“五重
医疗保障”为贫困参保人员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成为全市精准扶贫的特色亮点。

2017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患者
已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
保险报销 36745人次，报销金额 5999万
元，充分发挥了医疗保险“减贫效应”。市
人社局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2017年度精
准脱贫攻坚战突出贡献单位”。

就业创业稳民心
8.75万人实现新增就业，增强

群众幸福感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则心定、家
宁、国安。

5月 20日，90后自主创业大学生侯
林森在市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中心的帮
助下，自己创办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他
从一个常年在外的“北漂”变成了家乡的
小老板。“创业梦想终于实现了，感觉家乡
的味道都是甜的。”

侯林森 2012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
学，先后在北京联想集团等多家世界500
强企业做 IT工程师。这两年，他一心想
着回到家乡安阳来创业。迈开创业第一
步，资金是一大难题。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他联系了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令他
意外的是，仅仅 5天时间，贷款就批了下
来，中心也给予了很多创业方面的指导。
如今，侯林森的创客之路起步平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市人社局稳步
推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以创业带
动就业。2017 年从新春伊始至年终岁
末，就业援助月、新春大型人才招聘会、春
风行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民营企
业招聘周、产业集聚区专场招聘会……一
次次促进就业的专项活动在殷都大地开
展。统筹城乡促进转移就业，拓展农村劳
动力转移输出渠道；稳妥安置化解过剩产
能中的失业人员；大力开发大学生公益性
岗位……一项项真抓实干的促进就业行
动深入民心。2017年，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8.75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73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8840人。

这几年，安阳人纷纷享受着“民生大礼
包”带来的福利。“这么多企业聚在一起招
聘，我们的选择很多。”今年2月20日，在

“春风行动”活动中，157家用人单位提供
1.1万个就业岗位，市民杨建手拿一叠简历，
穿梭于招聘会的现场。他告诉记者，他一
直在外打工，为了照看儿子，今年选择回家
就业。如今，找工作不用东奔西走，方便了
很多。仅今年1-4月份，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25710人，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43.7%。

筑牢屏障保民生
437 万人进入社会保险安全

网，铸牢群众安全感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去年以
来，筑牢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改善民生的
一系列举措在安阳相继出台，这张全覆
盖、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安全网编织得越来
越大、越来越密。

“去年，我的退休金又涨了150多元，
现在每月 2500 多元的退休金固定拿到
手。”5月19日，家住文峰区育才社区的企
业退休职工王大妈高兴地告诉记者。
2017年，安阳市完成第13年连续调整提
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18.6万
多名像王大妈这样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
老保险待遇得到提高。

为持续推进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工
作，市人社局积极推进全民参保登记计
划，完成19.85万人的入户调查，城乡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437 万人；与税
务、财政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协
作机制，实现各项社保费征缴60亿元，征
缴率居全省前列；在确保养老金100%按
时足额发放的同时，稳步提高待遇，连续
13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月
提高147.5元。同时，继续降低企业养老
保险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为企业减负
9319万元。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补助标准，由420元提高到450元。扎实
做好退役士兵养老保险权益落实工作，为
1177名退役士兵接续养老保险关系。

加快实施“同舟计划”，建筑业从业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1.4万人。加快推进社会
保障一卡通，积极开展“发卡服务送家门”
活动，累计制发社会保障卡370.08万张，
在全省排名前列。

2017年，全市人社系统共荣获国家
人社部荣誉3项，省政府荣誉5项，省人社
厅荣誉 20项，地市级荣誉 10项，向人民
群众交上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民生答卷。

本文图片均由安阳市人社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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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马启飞

党的十九大提出：“保障

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就业、养老、工资、医保

等，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最为

关注的问题，更是民生的热点

和难点。安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

社局”）承担着老百姓最基本

的社会保障任务，他们的工作

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如何完

成好民生这张“答卷”？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让这座城市的老百

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市人社局局长

郜军涛目标明确。

安阳市人社局局长郜军涛深入汤
阴县五陵镇瓦查村同顺农业产业合作
社调研转移就业脱贫工作

人社部门在安阳县永和乡关村针对
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中式面点烹饪技能
培训

2018年安阳市“春风行动”启动仪式在殷都区水冶镇举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谷红旭

路面，晴日灰尘少了，雨

天水流清了，百姓环保出行

多了“小绿”，市民心情更清

爽了。

街面，车水马龙，秩序井

然，违法建筑拆了，乱搭乱建

少了，广告牌匾整齐了，曾经

到处遗撒的渣土车严严实

实，绿色植物处处可见，街景

更养眼了。

现在的安阳更干净、更

整洁、更靓丽了……在街头

巷陌走一走、看一看，不难感

受到城市面貌的可喜变化。

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

是一场安阳市打响的一场城

市品质提升战。

正在建设的街头游园 钱思远 摄

安阳市全部更换新型全覆盖渣土车 董庆 摄

拆除违章建筑 钱思远 摄

安阳市人社局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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