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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化而勃兴

因创建而美好

乘着改革开放东风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访漯河市市长刘尚进

“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聚焦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推动漯
河经济社会提质发展，奋力谱写决
胜全面小康的华丽篇章，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添浓彩。”漯河市市长刘尚
进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刘尚进介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勤劳朴实的漯河人民秉承锐意进
取、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奋发有为、
攻坚克难，漯河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
展,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
1986年至 2017年，漯河市地区生
产总值由 11.8亿元增加到 1165亿
元，年均增长 12.8%。今年前三季
度，全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工业企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5%、
10.4%、11%、7.8%，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扎实
推进“放管服”改革，取消、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 429 项，整合 40 项，精
简率80.57％。实施商事制度改革，
全面实施“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
次办妥、一号对外”，建设用地预审、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分别压缩至7
个、3个工作日。对外开放水平全
面提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70
家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产品，河南自贸试验区漯河协同发
展区率先获批，成功举办十六届中

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引进入驻15
家世界 500强企业，被评为中部最
佳投资城市。

——创新引领作用加强。全面
推行科技券制度，累计对科技企业
奖励2294.1万元。今年前三季度，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7.1%，对
全 市 工 业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45.4%。创新工作推进机制，探索实
施服务企业、城建交通工程和重点
项目建设等“三个周例会”制度，目前
已召开周例会 120多次、解决问题
400多个，其做法得到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持续
加大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扎实推进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成功摘取“国家
卫生城市”桂冠。2018年又确定了
总投资500多亿元的236个主城区
百城提质重点项目，目前已完工
200项、在建36项，完成投资142亿
元。2017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50.91%，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 绿 色 发 展 扎 实 推 进 。
2017年空气质量主要指标进入全
省第一方阵、空气改善率在全国
338个地市中居第7位，今年以来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荣获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

——民生福祉稳步改善。持
续加大民生投入，2017 年民生支
出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74.2%。脱贫攻坚深入推进，2.29
万户、7.26万人实现脱贫。城镇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
1986 年的 666 元、321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8859 元、14142 元，分
别增长了 43倍、44倍。公共服务
水平不断提升，成为全省最宜居、
幸福感最强的城市之一。

站在新时代、立足新起点，刘尚
进表示，漯河市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
快培育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构
建高质量发展的城乡格局，筑牢高
质量发展的动能支撑，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营商环境，补齐高质量发展
的三大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社
会基础，推动漯河经济在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行稳致远。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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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上午，2018“双汇杯”漯河环沙澧河国际半程马拉

松赛在美丽的沙澧景区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余名跑友

一边快乐奔跑，一边感受着漯河这座生态水城的独特魅力。“漯

河太美了，在这里生活太幸福了！”跑友们纷纷点赞。

城市宜居度、居民获得感，全省第二；居民幸福感、生态环境

满意度全省第三……今年，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布

的《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也再次为“宜居漯河”“幸福

漯河”提供了有力佐证。

因宜居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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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篇 ——

漫步沙澧河两岸，但见处处流
光溢彩，美不胜收。依托沙澧河穿
城而过的天然优势，漯河市实施了
建省辖市以来最大的生态工程、民
生工程——沙澧河开发建设，在沙
澧河两岸建成了首期全长 36公里、
占地面积 437公顷的开放式带状公
共游园，营造了10000亩的“城市绿
肺”“天然氧吧”，每天有近 10万人
在此健身休闲。沙澧河风景区也成
为我省为数不多的免费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
家体育公园。

围绕做好以水“润”城、以绿
“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
篇文章，漯河市科学编制和完善绿
地系统、综合交通体系、景观水系等
27个专项规划，谋划实施城市功能
区功能完善行动计划、城市集中供
暖行动计划和棚户区改造行动计划

“三大行动计划”，以及城市综合提
升工程、便民服务工程、交通畅通工

程、城建环保工程、生态水系工程和
生态绿化工程“六大重点工程”，加
快推进沙澧河二期工程，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漯河市的水和空气质量
全省居前，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
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均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美，不只沙澧河风景区。按照
以人为本、为民创建的原则，近两
年，漯河市改造提升了一大批老旧
小区、背街小巷，建设了一大批街心
游园、健身活动场所和小区健身广
场，规划建设了美术馆、图书馆、博
物馆、城市展示馆、文化馆、科技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场馆，城市环境
实现较大改观，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市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近五年，漯河市累计完成城建投
资近千亿元，成为漯河历史上建设力
度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时期。一座
生态宜居、生机盎然的“中原生态水
城”正加速展现在世人面前。

11月 8日至 16日，票价 5元的
《白蛇传》《包青天》《五福临门》等六
场大戏分别在漯河大剧院、开源大
剧院上演，几乎场场爆满。这道戏
曲大餐，标注着这个城市的独特文
化基因。

漯河是豫剧沙河调的发源地。
在漯河，沙澧河两岸、广场游园，到
处是唱戏、听戏、唱歌、跳舞的人群，
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中原文
化大舞台”“幸福漯河梨园情”“幸福
漯河健康舞”等文化品牌享誉一方。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漯
河市强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由财
政出资购买服务，推进优秀文艺节
目进基层，在基层群众中“种文化”，
让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浸染中接
受文明的洗礼。

11 月 10 日上午，在水韵沙澧
读书会承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
讲堂”上，知名剧作家余飞的《豫剧

沙河调的前世今生》讲座吸引了众
多求知的目光。从 2015 年 3 月发
起成立至今，水韵沙澧读书会已承
办 100 多期公益文化讲座，凝聚了
大批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成为
享誉一方的文化品牌。近年来，漯
河市连年开展经典诵读、诗歌朗
诵、读书讲座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发出真实
而无穷的魅力。“幸福漯河书香城”
成为漯河市“崇文尚德”城市精神
的最好注解。

“文化是城市之根、城市之魂，
城市有了文化才有底蕴、才有内
涵、才有记忆，市民才有真正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漯河市委主要领
导说。

驱车漯河街头你会发现，这个城
市秩序井然：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
车分道行驶；十字路口，人们大都按
红绿灯有序通行。“通过‘创文’，大家
过马路越来越守规矩了，礼让斑马线
的车也越来越多了！”感受着城市的
点滴变化，市民王辉兴奋点赞。

文明创建，离不开绣花般的城市
管理。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三年行
动为抓手，漯河市深入开展交通秩
序、经营秩序、空中管线等五项整治，
推进文明餐桌、文明旅游、城市清洁
等五项行动，坚持堵疏结合、教育与
惩戒并重，切实补足文明创建和城市
提质短板。

文明创建，核心是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自2015年以来，漯河市在机关、企
业、学校、社区、村镇全面开展全民守礼
行动，坚持“五礼”（敬业礼、诚信礼、崇
德礼、友善礼、孝贤礼）并举，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落细落小。

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文明。在漯
河的大街小巷，你总能看到身穿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从稚气未
脱的“红领巾”到风华正茂的青年，再
到“燃烧”夕阳的老人，“一抹红”已成
为沙澧大地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据
统计，漯河市目前已有备案登记的志
愿服务组织 1000 多个、注册志愿者
22.6万人，志愿服务已成风尚。

从今年国庆节起，不少漯河市民
发现，在漯河市的红枫广场、会展中
心 等 公 共 区 域 ，手 机 可 连 上 免 费
Wi-Fi了！漯河市工信委的同志介
绍，经过前期的紧张工作，漯河市“惠
民免费Wi-Fi系统”已开通试运行，
覆盖市民常去的24处公共场所。

免费无线 Wi-Fi建设只是漯河
市委、市政府 2018年度民生实事之
一。近年来，漯河市委、市政府统筹
做好就业、就学、就医、住房、养老等
民 生 大 事 ，千 方 百 计 调 好 惠 民 底
色。前三季度，全市民生支出 118.5
亿元，同比增长 9.2%，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72.9%。至 10 月底，市定
10件 29项具体工作中，幸福沙澧婚

姻家庭服务中心等 8项工作已提前
完成。省定民生实事涉及漯河市的
8件 18项具体工作任务中，“四好农
村路”建设等 10项工作已提前超额
完成。

一枝一叶总关情。“增进民生福
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以漯河更加
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的征程
中，我们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执政
为民，把关系民计民生的事情与老百
姓需求有机对接起来，满腔热情地为
广大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
民群众，确保全市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漯河
市委书记蒿慧杰表示。③9

昔日破烂不堪的源汇区受降路社区三角巷，如今焕然一新，成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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