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高超 刘志强 曾鸣 美编 党瑶

—— 三门峡篇 ——

激 情 四 十 年 / 豪 迈 新 时 代
12

着力改善民生 增进百姓福祉

办实事 惠民生
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断头路”的打通工程一直是广大市民
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听说将打通上官路，
一直从崤山路延伸至黄河路，不知道是不
是真的?”家住上官路附近的市民王先生关
心出行问题。

三门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北环路、上官路、五
原路等 5条“断头路”打通工程作为三门峡
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已经相继开工，目前
各路段施工进展顺利。

“断头路”的打通正是三门峡市坚持以
“重点民生工程”为抓手，从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大
民生保障力度，持续改善民生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三门峡市把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作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抓手，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突破口，不断提升城乡综合承载能
力。仅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基础设施总投
资就达 169 亿元，计划启动实施项目 163
个，其中包含不少市民关心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断头路”打通及供水供气供暖等基
础设施项目、老旧小区改造及背街小巷治
理、教育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公园游园提
升、养老院及便民服务项目、垃圾中转站建
设项目等。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启动
项目133个，累计完成投资11.3亿元，其中
已建成项目43个。

为了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幸福

感越来越强，三门峡市着力推进教育、医
疗、文化、就业、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仅
2017年以来，市区就新增了8所学校，新增
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学位达 13985个；大
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本三专”
的高教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建成了容纳
1.8万人的高等职教园区。

整齐的住房、干净的环境、宁静的氛
围……11 月 20 日，走进三门峡陕州区张
茅乡东村安置点，眼前的一切让人感到格
外舒心。作为征地拆迁户，徐大莲家搬到
了保障性住房项目张茅乡东村安置点，性
格开朗的徐大莲乐得笑哈哈的。

近几年来，三门峡大力实施百姓安居
工程，完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 81692
套，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4.7 万户，已
有近 21万人像徐大莲一样通过保障房圆
了安居梦。此外，三门峡着力实施全民
参 保 计 划 ，社 会 保 障 卡 持 卡 人 数 达 到
191.5 万人，全面落实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困难群众 26.63 万
人，参保率实现全覆盖。为了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水平，三门峡在河
南、陕西、山西三省的黄河金三角区域率
先建成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三门峡
中心医院。黄河三门峡商务中心区医院
等医院正在加快建设中，这些新建的医
疗卫生机构为保障全市人民的健康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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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为此，三门峡市坚持“群众出题目、党委把方
向、政府抓落实、社会齐监督”，全力解决老
百姓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努力让人
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

三门峡市民黄素霞2014年在该市商务
中心区购置了一处期房，首付 10余万元。
2015年下半年，该楼盘长期处于停工状态。
2016年下半年，该市商务中心区对“烂尾”项
目下达限期复工通知书，明确告知逾期将解
除协议，并提出按期复工的各项优惠政策。

望着重新动工的楼盘，黄素霞欣慰地
说，“现在看着楼盘一天天变得更好，我的一
颗心算落地了。”

2014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变
化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影响，三门峡市家楼盘
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导致出现了“烂尾
楼”，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城
市的发展形象。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烂尾楼”

问题，把解决“烂尾楼”问题作为“书记工
程”，打破惯性思维，以帮助项目复工或收回
原项目重新启动为目标，按照“政策引导、行
政带动、司法推动、开门招商”的工作思路，
紧盯重点环节，细化节点任务，集中发力、逐
步分类解决“烂尾”项目，并组建律师团提供
法律支持，全程参与“烂尾”项目处置。
2016年以来全市出现“烂尾楼”17个，截至
目前已完成处置14个。

民生无小事。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城
区“入学难”“买菜难”“停车难”“行车难”“如
厕难”“垃圾处置难”“办事难”等 7类问题，
市委书记刘南昌、市长安伟多次就解决好

“七大难”问题作出批示，市委、市政府定期
召开解决市区民生“七大难”问题攻坚推进
会、协调会，对工作难题进行专题研究，集中
人力财力进行突破。记者了解到，2017年
以来，三门峡市已经新建7个停车场、打通5
条断头路、新建94座公厕、新建6个垃圾中
转站、新增5个服务审批项目。

补短板 强弱项
还民生欠账取得重大突破

11 月 18 日至 25 日，第十二届中
国摄影艺术节暨第二届三门峡白天
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在三门峡
市举办，三门峡市被授予“中国摄影人
之乡”。

到今年，三门峡已经成功举办了
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六
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特别是
今年的“一节一会”，参与活动的中外
嘉宾和各界群众近 14万人次，三门峡
市累计接待中外游客 32.2 万人次，共
签约经济合作项目 85个，投资总金额
465.4亿元；达成采购销意向框架协议
48份，签约总金额5.8亿元。

“我市有4A级景区 14家，居全省

第四位；境内有1.2万亩的天鹅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
吸引数万只白天鹅飞来栖息越冬，形
成了三门峡独特的风景。”三门峡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毋慧芳告诉记者，
近年来，三门峡围绕做亮“黄河三门
峡·美丽天鹅城”城市名片，精心打造
天鹅湖、地坑院、三门峡大坝、豫西大
峡谷、函谷关等核心景点，着力发展智
慧旅游，形成了“点、线、面”有机结合
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看白天鹅、
逛地坑院、泡矿温泉”等精品旅游线路
的知名度和游客欢迎度不断提升。

据介绍，2017年三门峡市旅游业
总收入达 301亿元，接待海内外游客
3467.9万人次。“2018年上半年，全市
旅游业总收入198.7亿元，接待海内外
游 客 2331 万 人 次 ，今 年 有 望 突 破

4200万人次。”毋慧芳说。③5

围绕深化落实省委强调的经济结
构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化提
速、环境治理提效“四大行动”，三门峡
市以“泰山压顶”的紧迫、“攻则必克”
的决心、“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加大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晚饭后到黄河公园散步，是酷爱
徒步运动的三门峡市民牛佩的“必修
课”。她在微博中写道：“徜徉在黄河
公园的树林里，那种安静与甜蜜让我
深深陶醉。”

虢国公园看樱花、涧河公园观月
季、湿地公园赏牡丹、黄河公园品梅
花……在三门峡，一年四季，都可以感
受特有的清新空气和沁人心脾的绿意。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坚持“增绿与增收并重、造绿
与造景并举、绿化与美化并行”，三门
峡全力构筑绿色生态家园。目前全市
森林覆盖率已达 50.72%，位居全省第
一；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47%，绿地率
4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87 平方
米，逐步形成了道路林荫化、河道林网
化、乡村林果化、城市森林化的城乡绿
化格局，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三
门峡市也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河南省绿化模范城
市”等称号。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
近年来，三门峡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环保工作要求，不断加大环保
攻坚责任落实力度，通过加强环保问
题集体约谈、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等工作，环保形势呈现出稳中向好
的局面。2017 年三门峡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居全省第三位。截至 11月

10 日，2018 年的优良天数已达 189
天，居全省第三位，PM10、PM2.5等指
标控制成效均居全省前列，全市集中
式 饮 用 水 源 地 取 水 水 质 达 标 率
100%。在今年4月份公布的《2016年
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
报》中显示，三门峡市生态保护指数为
78.92，排名全省第一位；地区森林、湿
地、自然保护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和矿山恢复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治理
等指标均排全省前五名。

三门峡市牢牢按照“绿色、循环、
低碳”的要求，全面推动产业绿色发
展。目前，三门峡市拥有国家级工业
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1个——开曼铝业
3万吨亚熔盐法氧化铝生产项目；培育
申报省级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3家，入
选省级绿色工业企业 4家；入选国家
工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工业节能与绿
色发展重点项目 3个，并申请融资额
达7.4亿元。

绿 色 工 业 与 绿 色 农 业 比 翼 双
飞。三门峡市坚持“调结构、强特色、
促融合、增收入”的特色农业发展思
路，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积极探
索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发展生态高
端种养产品，已初步形成了以果、牧、
菜、菌、药等为主的特色农业发展格
局，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农业小市向特
色农业强市的跨越发展。今年上半
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 25.54
亿元，同比增长 3.1%，增速居全省第
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716元，同比增长 9.2%，增速位居全
省第四；特色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85%以上。

三门峡市经济开发区的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线正在生产。

建设中的三门峡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该公园占地约
45公顷，总投资约5.5亿元，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打造
旅游新名片。

三门峡陕州区二仙坡上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工人
在果园采摘。

治国有常，而利民

为本。近年来，三门峡

市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

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紧扣群

众期盼，突出问题导向，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不断增强。

出实招 见实效
打造山清水秀三门峡

树品牌 亮名片
打造对外开放亮丽窗口

近几年来

三门峡完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

81692套

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4.7万户

截至11月 10日

三门峡着力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91.5万人

全面落实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覆盖困难群众26.63万人
参保率实现全覆盖

2018年的优良天数已达189天，居全省第3位

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100%

天蓝、水清、城美的三门峡。 张明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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