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 30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目前，
河南中原通 ETC 用户突破 300 万，
ETC月交易量由 2015年年底的 422
万笔，上升到目前的1718万笔。

相较于 2015 年，河南 ETC 使用
率上升至 39%，增长了 22个百分点；
全省 ETC 客服网点增加到 2209 个，
县（区）覆盖率已达 100%；高速公路
主线收费站 ETC覆盖率 100%，匝道
收费站 ETC覆盖率 97%。除了在高
速公路快捷通行，ETC还实现了在郑
州高铁东站、园博园、机场T2航站楼
等500多个停车场的应用。

省高速公路联网公司副总经理刘
嘉说，ETC 集节
能、环保、经济、
便捷于一身。据
估算，2015年至
2018 年 ，河 南
ETC 车 辆 累 计
节 约 燃 油 约
2540.9 万升，节
省通行时间共计
约 404.6 万 小
时。

当天，在公
证人员的监督和
媒体的见证下，
中 原 通 ETC 有
关负责人从300万用户中随机抽取一
名持卡人给予奖励——赠送全国高速
公路一年内免费跑的福利。据悉，今
后中原通ETC用户量每增长 100万，
就会产生一名幸运者。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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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从 10 月
29日起，郑州交警部门开展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专项治理行动，启用路口
监控设施抓拍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
为，未停车礼让行人，违法司机将被罚
款200元记3分。

驾驶人应该如何礼让斑马线上的
行人？按照交通法规规定，机动车行
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路口红
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
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
行。在路口，左右转车辆遇斑马线有
行人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
遇前方车辆排队或行驶缓慢时，不得
占用人行横道停车等候。

斑马线上的行人应该怎么做？警
方表示，行人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
灯，需向来车方向进行安全观看，确认
安全后快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上突然
加速、折返和逗留。

非机动车过人行横道需要让行
吗？按照交通法规规定，驾驶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在路段上横过人行道时，
应当下车推行，机动车驾驶人应按照
礼让行人标准进行礼让。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郑州市区部分路口已安装了
电子监控设施。这些监控设施均配备
了高清探头，可自动判断不礼让行人
违法行为。对于抓拍的未礼让行人的
机动车，警方人工审核无误后，将相关
违法行为及车辆信息录入交通违法处
理系统。③6

执法

郑州警方抓拍
不礼让斑马线行为
罚款200元记3分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历史是城
市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不久
的将来，郑州将平添一处处如成都宽
窄巷子、成都锦里一样重现历史风貌
的“文化胜地”。

10月 30日，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政府主办的“商都历史文化区亳都古
巷、塔湾古街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郑州商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成都武
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就该项目运营达成长期合作意向。由
此，商都历史文化区进入建设阶段。

商都历史文化区规划研究范围约
6平方公里，规划实施范围2.99平方公
里，主要在管城辖区。目前重点推进
实施了亳都古巷、夕阳楼和书院街等
六大片区改造，占地面积约 912亩，预
计总投资达240亿元。

据介绍，以商城遗址保护开发为
主要依托的商都历史文化区是郑州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强化国
家中心城市文化支撑的重要载体。作
为郑州市“四大文化片区”建设工程之
首，商都历史文化区定位为“集历史、
文化、创意、艺术、科技等元素于一体
的世界商都文化创意旅游示范区”，着
力打造郑州的“城市文化名片”。

郑州管城回族区区长虎强介绍，
商都历史文化区将建设成为服务中
原、辐射全国、影响世界，以商文化为
特色、以文化产业为支撑的世界级文
化旅游目的地、华夏文明历史传承区、
商都古城保护复兴区、郑州人文发展
创新区。预计项目建成后，年旅游游
客量 3000 万至 5000 万人次，年旅游
收入800亿元以上。③5

民生速递

基层民生观

商都历史文化区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郑州将拥有自己的“锦里”

10 月 27 日，洛阳市
涧西区武汉路社区在河
柴游园举办了一场环保
集市。社区志愿者和社
工团体现场开展了环保
回收积分兑换和环保移
动小课堂活动。图为用
饮料瓶、油壶改制的阳台
菜园。⑨6 潘炳郁 摄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范莉萍

“农民既是年年有分红的股东，又
是月月有工资的工人，成了脱贫致富
多面手。”正值铁棍山药收获季，温县
岳村街道韩郭作村村民赵艳芳捧着刚
出土的山药开心地说：“俺们怀药合作
社有 150亩地，年收益几十万元；合作
社社员除土地入股每亩能拿 800元外
还能资金入股，打工每月再拿三四千，
平时电商卖怀药又是笔收入！”

为促进农民增收、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近年来，温县探索推行党支
部领办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模
式，因地制宜盘活原有资源，积极探索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整合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激活了农村集体资产，增
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调动了农民发
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

支部引领 搭建平台增动力

赵堡镇北孟封村党支部依托粉皮

加工技术优势，积极动员全体村民参
股入股，创办了加工粉条粉皮的专业
合作社，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专业合作社注入国家项目支持专
项资金110万元，全村村民入股资金近
40万元，按照‘量化到户、参股分红、循
环发展’的方式，盈利后按股份比例分
红。”孟封村党支部书记李胜利说。

按照“支部主导、群众参与、盘活
资产、集体增收”的原则，温县各村党
支部牵头成立股份合作社，按照现代
企业经营管理办法制定合作社章程、
财务管理办法，村党支部书记依照法
定程序兼任合作社理事长，村“两委”
成员通过选举进入合作社理事会，群
众（股东）代表投票推选出乡贤及能人
进入理事会，群众（股东）代表参与合

作社日常管理，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以股份形式量化到集体经济成员，
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民”的乡村产权制度的“三变”。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基层党组
织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该县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保平说：“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基层党组织要不
断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转
变，要真正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通
过为村民谋求利益来服务群众、凝聚
群众，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群众当家 集体权益透明管

乡村产权制度的“三变”改革所面临
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资源变资产，盘活用好
村集体资产，让资产、资源、资金“三资”发

挥更大作用。而“三资”监管的规范化、信
息化、制度化，是推进乡村产权制度“三
变”改革的根源，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

“村里资源折股量化后成立了村
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设置了监事会，从
入股的 301户村民中选出 60名代表，
对账目进行监督和管理。”北冷乡东周
村党支部书记张庆介绍：“监管到位让
群众省心、放心、安心。就拿俺村临街
楼集体经济项目来说，群众还提出将
分红折股投入到其他项目中呢！”

过去群众对集体资产看得见,摸得
着,但管不了,现在既看得见、摸得着、也
管得了。通过建章立制、搭建平台,实现
了集体资产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管
理,让“沉睡”的集体资产“活”了起来。

“通过完善乡村新的股份化合作、

公司化运营模式，充分保障了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收益分配权，把农村
的核心权力，交还给群众，真正让群众
自我管理、自我经营、自我发展。”该县
农林局副局长孙永强说。

共建共享 党员群众一条心

深秋的番田镇田间综合体，莲藕种
植区、鲈鱼养殖区、大棚果蔬种植采摘
区果香鱼肥，游客流连忘返。“项目不仅
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带动周边村 85户
贫困户整体脱贫。”该镇党委书记杨照
辉说，这是为全镇推行土地规模化经
营、发展高效农业打造的“试验田”。

以村集体资产入股专业合作社，
其益处不仅实现了村民、村集体及农
民合作组织的利益共赢，还最大限度

挖掘了农村内部潜力，提高了共同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黄河街道东张王庄村，村民郑
庆丰说，“俺村苗圃场占地 100 多亩，
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收入20万元。群
众除能拿到土地入股的分红外，在苗
圃场打工也有收入。”

通过流转土地、建设苗圃、输出劳
务……东张王庄村集体年收入120多万
元，不仅承担了各家的新农合、用水、有线
电视费用，村民每人每年还可分红1000
元，70岁以上老人每人1700元。家底

“厚”了，村里又修建了幸福院日间照料中
心，让青壮年劳动力安心外出务工，让留
守、空巢和独居老人安享晚年幸福。

依托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党
员干部与广大群众从管理服务关系转变
为共建共享关系。党员干部在合作社中
通过管理、协调、出工、优先出资募股、发
挥带动作用等形式开展全方位服务。村
集体有了收入，解决群众困难也有了底
气。党员、群众把个人致富和集体发展
捆绑在一起，心与党组织贴得更近了。

党建引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

温县：集体“家底”厚了 群众“钱袋”鼓了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月 30日，记
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今年前三季度，
我省重点民生实事总体进展顺利，部分
指标任务已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前三季度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

新增城镇就业、公厕新建改造提前完成
权威发布 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保障水平1

截至9月底，所有县（市、区）9月份城市低保补助资金、三季度农村低
保补助资金，城市特困人员补助资金、三季度农村特困人员补助资金，残
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均已发放到位。

推进青年人才公寓建设2
截至 9月底，省直 2.5万套人才公寓建设已有 20190套进场施工，其

他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将于近期开工建设。

新增城镇就业100万人以上3
截至 9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104.18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104.18%。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26.5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106.11%；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2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116.05%。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4
截至 9月底，城市建成区公共卫生厕所新建改造已完工 2049座，完

成年度目标的107.8%。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5
截至9月 30日，全省累计完成免费宫颈癌筛查122.9万人、免费乳腺

癌筛查125.1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的87.78%、89.35%。

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6
截至 9月底，40个贫困县的 1300个非贫困村电网改造目前已全部

开工建设，其中已完工1070个村、完成年度目标的82.3%。

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7

8

截至 9月底，62个县（市、区）的农村垃圾治理工作，17622个行政村
的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得到有效治理，完成年度目标的80.07%。

截至9月底，深度贫困地区913个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任务已开工建
设902个村，其中已完工788个村、完成年度目标的86.3%。

加快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9
截至 9月底，郑州大学新增电子材料与系统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国

家级科研平台3个，河南大学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1个。

加快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前三季度，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先后引进院士、领军人才、拔尖
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34人，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26项，获批国家级科研项
目 27项。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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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集市
好热闹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董柏
生）建设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改善是突破
口。如何彻底解决当前农村环卫事业发展
滞后、“垃圾围村”、环境脏乱差问题？今年
6月份以来，博爱县一改往日乡村“各自为
战”的局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
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承包给专业的环卫
公司，使城乡面貌大为改观。

10月 29 日上午，记者在博爱县金城
乡西金城、南庄等村看到，大街小巷干干净
净，统一配备的垃圾桶整齐摆放，主干道刚
刚洒水除尘，村里村外难见垃圾堆放。“俺
这里的垃圾都拉到乡里的垃圾中转站了。”
身穿黄色马甲、开着印有“清尘”字样专用
垃圾收集车的禹小利说，“我负责西金城周
边 4个村的垃圾收集，其他 5个保洁员负
责西金城村各街道的日常保洁。”

“能保证街道每天保洁、垃圾每天清运
吗？”“咋不能？现在我们这些保洁员、清运
工都是清尘公司的员工，每月有 800元到
2000元的工资，拿人家的工资，不干好活
儿会中？”禹小利说。

郑州清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博爱项目
经理郭春峰告诉记者，该公司是一家专业
的生活垃圾清运企业，今年 6 月以每年
2659万元的服务费用中标博爱县城乡环
卫一体化项目，采取“户收集、村集中、镇转
运、县处理”的运营方式，将全县农村的生
活垃圾运送到县垃圾处理厂集中处理。运
营 3个多月以来，该公司的业务已覆盖博
爱全部平原乡镇的179个行政村和辖区的
省、县、乡道路。

效果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西金城
村党支部书记陈红有感叹道：“以前俺村雇
13名保洁员和2名清运工，在村外挖坑将村
里垃圾堆放填埋，每年支出卫生费五六万元
不说，关键是不能保证日产日清。现在好
了，你看这村里村外，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干，不
仅减少了县、乡的设施投入和村里的支出，
减轻了乡村干部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找到
了一条管理农村环境卫生的好路子。”博爱
县爱卫办有关负责人说。③6

政府购买服务 专业机构运营

博爱城乡环卫一体化
扮靓家园

省委、省政府决定明年再实
施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点民生实事,目前正在全省
范围内征集2019年重点民生实
事建议活动。

您最希望解决的民生实事
是什么，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请关注“河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在后台进行留言，或者通过新浪
微博@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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