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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墨重彩的民生改善史。

回望40年——

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40年的历程，清晰地勾勒出

改革开放的“民生逻辑”和“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

一个目标清晰明确。这个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40年，河南经济从相对落后到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位，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

基本小康，走出一条“崛起振兴、富民强省”的崭新道路。

一份嘱托重于泰山。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踏上中原热土，情系民生，殷切嘱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宜鹏 孙勇 周晓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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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是改革开放前
河南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1978 年春季，比安徽小岗村的
改革还早大半年，舞钢一个叫岗王的村庄，开始了包产到
户的尝试。时任老支书回忆，“唯一惦记的就是把肚子先
填饱”。

如今的岗王村，“吃不愁，穿不愁，家家住上小洋楼，村民
开起农家乐，引来城里观光客，看山望水记乡愁”，老百姓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岗王村是中原大地上的一个普通村庄，岗王村的变化，
是河南改革开放巨变的缩影。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增进民生福
祉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使命所在。回望 40年，最
深刻的变化在于人民，最根本的实惠归于人民，最强大的动
力依赖于人民。

这是 40年民生改善的河南“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后期，河南人民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基本实现温饱；新世纪之
初，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基本达到小康水平；2003 年，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出台，提出让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
2014年，《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
要》出台，纲要提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社会保障全民
覆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
幸福指数明显提升，社会和谐稳定。从“建设”到“建成”的

“一字之变”，标志着民生发展驶入快车道。
河南改革开放的鲜明特色在于，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民生

紧紧地“捆”在一起，民生改善之路越走越宽广。
从短缺到充裕，人民的物质生活越发殷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改革开放

从解决“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字号”难题入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将“发动机装到每个人

身上”，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旧粮囤未完，新
粮又成山”，曾经吃返销粮的河南，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

“依山傍水，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
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安民政策喜心田。”1982年，大别
山区农民王驾远，写下这样一首诗挂在中堂，由衷歌颂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

如今，河南用占全国 1/16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 1/4的
小麦、1/10 的粮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粮仓和国人“厨
房”。

填饱了肚子，生活水平节节攀升。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两张镇平县 1965年发行的油票。最

小的一张油票面额是 0.0055市斤，合 2.75克。
肉票、粮票、布票、火柴票、肥皂票……这些看似平淡无奇

的方寸纸片，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一票难求”，见证着短缺时代
的百姓生活。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93
年，粮油敞开供应，“票证时代”正式终结。如今，90后、00后
的“剁手族”面对海量商品轻松网购时，又有多少人会想起父
辈们曾经历的“短缺岁月”呢？

新老“四大件”，折射出河南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上世
纪 70年代的“四大件”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四大件”是“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
如今的“四大件”变为“手机、电脑、汽车、房子”，高铁、扫码
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成为新生活的标配。

变化天翻地覆：2017年，河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170元，40年间增长 150倍；2017年河南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提高到 13729元，比 1978年增长了 126倍。

从单调到多彩，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越发丰富。
几亿人“同读几本书、同唱几首歌、同看几台戏”，这是改

革开放前人们的文化生活。如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文化产品琳琅满目、文化生活日益多彩。

11月 12日，淮阳县大连乡大朱村的乡亲们早早来到村
文化广场，载歌载舞喜迎乡村音乐厅的落成。目前，我省已
建成乡村音乐厅 150多家，这是继戏曲大舞台、农家书屋、乡
村文化站全面铺开后，在广大农村落户的又一惠民文化工
程。

投资 9.26 亿元的河南艺术中心投入使用 11年来，为观
众献上来自几十个国家的 3000多场精品力作，中原人民在
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精品。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省初步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公共博物
馆（纪念馆）334 个、公共图书馆 158 个、乡镇文化站 2398
个、农家书屋 46000 多个、数字电影广场 100 多个，而且全
部实现零门槛免费开放。

2017 年 河 南 居 民 人 均 教 育 文 化 娱 乐 消 费 支 出 为
1559.79 元，是 1980年 6.19元的 252倍，年均增速 16.1%，高
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一组组数据、一幕幕场
景，见证着亿万河南人民生活改善的历史性跨越。

改善民生，河南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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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时指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也是最得民心的事情。要着力解
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
过上更好的生活。

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持续
加大民生投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十八大以来，是我省民生政策出台最多、资金投入最多、群众得实惠最多、
社会事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实现了更多的新增就业，减少了更多的贫困人
口，织密了更牢的民生网络……

建机制、增投入、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促公平——这是民生改善的河
南实践。

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是关键。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来，我省出台了120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关于具体

民生事项的，就占四分之一，将改革的红利进一步释放。
如今，我省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网”、医疗教育“暖心网”、社

会管理“放心网”。
有专家指出，河南在民生领域的探索和改革，正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从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向统筹协调、精准发力转变，从注重借鉴向注重创新转
变，从注重区域优先向全面普惠转变，改善民生的制度建设自觉、鲜明而有力。

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并不发达、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河南提出实现
“三个同步”“三个高于”——城乡居民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生态环
境质量与经济质量效益同步改善、社会事业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生
产总值、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的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民生发展的硬
杠杠，是省委、省政府温暖而坚定的承诺。

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
连续 3年，我省把“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列入

重点民生实事，已累计投入资金 259亿元，改善薄弱学校条件，惠及 533万余
名中小学生。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办好民生实事，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是广
大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党和政府的应尽之责。2005年以来，“重点民生实
事”已连续推进13年，成为河南闪亮的民生“名片”。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11月21日，汝州市民靳秀群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
她家的“环保厕所”：干净的地板、洁白的马桶，“方便”后轻轻一按，污水统一经过
一体化生物设备处理……作为2018年我省的12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轰轰烈烈
的“厕所革命”，正从我省旅游景区扩展到城市乡村，成为美丽河南的示范工程。

条分缕析，精准对接。“民生实事”具体内容每年在变：顺应的是群众所需，
基层所盼，破解的是百姓之忧、民生之困。唯有一样不变，那就是“以百姓之心
为心”的坚守。

10月 17日，我省征集2019年民生实事建议，重点选取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重点民生实事的“接力”征集和践诺，体现出省委省
政府情系民生的鲜明导向。牢牢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民心所望，就是施政所向”，不断“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民生实事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这就是做好民生工作的“金钥匙”。
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河南是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最多、脱贫任务最重

的省份之一。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兴产业助脱贫，补短板强弱项，“挪穷窝”拔穷根，兜住底筑防线……截至

2017年年底，5年间 577.7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9.28%下
降到2.57%……

集中力量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项，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
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

持续推进“互联网+教育”，截至今年 10月，全省中小学宽带网络接入率
为97.9%，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的比例为79.4%，一根网线，一块屏幕，让优
质教育近在咫尺。

2017年，我省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普惠制”的基础上，率先全面推行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全省城乡841万困难群众送上了民生大礼
包；今年，河南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看病
难看病贵有效化解。

多管齐下保就业，稳妥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就业，以创业带就业，截至今年
9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04.1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104.18%。

我省持续提高城乡低保补助、特困人员补助水平，社会保障已基本实现从
制度全覆盖到人员全覆盖的历史性跨越。

数据温暖人心：2013年以来，河南财政民生支出累计 2.6万亿元，年均增
长12%；全省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左右……

画面感人至深：“大山里的乡亲脱贫了”“黄河滩区的老百姓搬进新房了”
“多年的郑‘漂’在城里落户了”……

举措落实落细：网络提速降费、清理奇葩证明、打造明厨亮灶、提升个税起
征点、加大棚户区改造、推动“四水共治”……

河南，民生改善亮点纷呈：在全国率先规划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山里娃
上学不再翻山越岭；率先实施月度生态补偿制度，呵护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深
化“放管服”改革，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精简 56.3%，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取消，
编制公布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基本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率先推出“35证合一”、户政管理业务网上办理等便民举措，确
保群众办事只跑一次腿；率先推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司法裁判文书上网，播
撒公平正义的阳光……

一个个民生亮点，汇聚成无比温暖的万家灯火。
一扇扇通向美好生活的大门已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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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目标，民生新期盼，改革新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
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与人民的更高期盼相比，民生路上还有很多难点、痛点、
盲点、弱点，民生任务还非常繁重。

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总量靠前，人均
靠后，基本省情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短板，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民生欠账较多，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等公共服务水
平较低、质量不高，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依然存在短
板……

如何破解这些民生难题？打造民生“升级版”？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王国生

明确指出，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为统领，肩负起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
使命，开辟我省高质量发展新境界，让全省人民过上高品质生
活。

优先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着力缓解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夯实职业教育体系，深化
产教融合，为职教生搭建成长“立交桥”；以“双一流”建设为抓
手推动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让河南学生在家门口上好大
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健康中原。在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挂牌开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六大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基层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提升远程医疗信息服务，深入推进
分级诊疗；实施药品生产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推进食品安全省
建设，让人民群众吃得更安全、更放心。

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使城市成为创业之
都、宜居之城、幸福之城；深入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让更多
城市蝶变升级，宜居宜业宜游，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让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业态，让美丽乡村成为具有乡土气息、传承乡村文明
的幸福家园。

认真落实四个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打赢“三大
攻坚战”，提升“三区一群”建设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
民生：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比重，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完
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促进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强
化公租房保障，建设青年人才公寓，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让
更多百姓住上安心房；提升文化惠民工程效能，加快重大公共
文化工程建设，建设中原文化高地，给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
的精神文化产品。

展望未来，河南民生“豫”来“豫”好。
“冰点”慢慢消融，“难点”逐步破解，“底线”加紧筑牢，公

平正义“主线”越发闪亮，一幅色彩绚丽的民生画卷在中原大
地徐徐展开。

生态变美，环境更优。“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和“乡村清
洁工程”强力推进，呼吸保卫战力度不减，铁腕治污，四水共
治，让碧水蓝天更常见，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森林城市、卫
生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综合管廊、“静脉产
业”等成为更多城市的标配，让城市成为具有“生命”的有机
体，人们在城市里诗意地栖居。

生活更惬意，视野更宽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空中
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网上丝绸之
路”越来越便捷，米字形高铁四通八达，一小时经济圈朋友圈
越扩越大，“铁公机”多式联运大放异彩，“买全球、卖全球”动
能更澎湃，河南以更大的气魄参与世界经济，为人民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

当前，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河南民生今天

发展的成就是亿万中原儿女顽强拼搏、接力奋斗的结果。争
做出彩河南人，用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用实干圆梦伟大时代。
亿万河南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建成美好的明
天。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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