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统筹推进
‘四河同治、三渠联动’综
合治理，打基础、补短板，
以良好生态环境为高质量
发展增优势添动力，为群
众增加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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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说

通过党建抓脱贫、脱贫促

党建，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得

到了锤炼、能力得到了提升，广

大群众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

福。

——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
员 齐长海）宽阔平直的水泥路旁
布满绿植，一排排农家小院整洁明
亮，村中心的文化广场上孩子们欢
快地嬉闹……12 月 23 日，虽然寒
意袭人，眼前美丽的村落却让人心
情明媚。近年来，郸城县延伸党建
触角，发动“红色引擎”，让昔日的
贫困村焕然一新。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村里现在这么美，都得感谢俺们的
年轻干部！”巴集乡程楼村村民田
士兰说。

得益于村委换届大胆起用年轻
干部，年富力强的钱杰被推选为程
楼村党支部书记。短短一年，村里
道路硬化了，自来水接通了，绿化树
栽上了，广惠农业、名扬帽业等企业
建到了村头……曾经的穷村成了远
近闻名的“小康村”“花园村”。

程楼村的嬗变，是郸城县抓党
建、促脱贫的一个缩影。面对基层
党员干部的“年龄老化”“能力弱
化”问题，该县抓住村委会换届选
举的时机，注重培养和推选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青年
进入村“两委”班子，新当选的 523
名村党支部书记中，农村致富带头
人、回乡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
者达356人。

年轻干部让基层党组织的“火
车头”动力更足，（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强 韩春）12月 21日，
在南阳市宛城区高庙镇邰庄村全喜
农业产业扶贫基地，村民崔庭贵高
兴地说:“俺种的艾草一年收两季，
在家门口就能卖出去，一亩地能收
入 2000多元呢！”崔庭贵平日里和
母亲相依为命，因照顾母亲不能外
出打工，依托产业扶贫基地种了 4
亩艾草，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艾草，这个过去似乎只有在端
午节才被人想起的野草，如今，因
其绿色生态、有医药保健作用，在
宛城区已经成为一个脱贫大产
业。近年来，该区立足艾草特色脱
贫产业，成立了艾草产业协会，出
台艾产业发展政策，按照“加工企
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组建
艾草专业合作社，吸纳周边贫困户
或土地入股，或入社务工，走上脱
贫致富路。

该区注册了“宛艾”商标并积
极申报“宛艾”地理标志，加强和中
原产业联盟、中医药大学及科研院
所的紧密合作，深度研发保健品、
食品、日化用品、艾纺、艾草用机械
制造等 5大系列 3800多个品种的
艾制品及相关产业产品，不断拉长
产业链条。如今，宛城区的艾条、
艾灸宝、艾灸坐垫儿、艾灸眼罩等
艾草保健产品畅销全国。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侯博）
12月 23日，记者走进商丘市睢阳区
香君公园，翡翠楼、长坂桥、桃花扇
亭……古朴淡雅的建筑风格，每一
处都融入文化元素。耄耋老者在亭
下读书，三五儿童在水边嬉戏……

在睢阳区，这样的文化载体公
园、这样的和谐安居场景随处可见。

“5分钟见绿、10分钟见园、15
分钟有较大公园。”睢阳区不断打造
公共文化空间、完善搭建公共文化
载体。一批批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
关怀的各类主题公园、文化馆星罗
棋布，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崇
文尚德、文明优雅的习惯，促进整体
素质提升。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有为城
市注入文化基因，才能让城市更美
好。近年来，睢阳区深挖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围绕古都城
修复性保护与展示，大力推动文化
旅游产业繁荣发展。以古城复兴为
目标，把项目建设作为整个古城工
作的总抓手，建立健全规划论证专
家队伍，规划设计体系更加科学完
善；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城隍庙
等一批景点建成开放；全力加快安
置房建设，民生得到切实改善；灵
活开展融资招商，业态植入显现活
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增添文
化新动能；（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近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在郑州召开河南
健康扶贫工作新闻发布会，省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省健
康扶贫工作情况。统计显示，我省
因 病 致 贫 返 贫 人 口 由 2016 年 的
170 万减少到目前的 111.56 万，减
少 58万多人，贫困群众就医保障力
度不断加大、贫困地区疾病防控能
力不断增强，更多家门口医院“强
起来”，百姓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
步提升。

2016年以来，我省紧紧围绕让
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
得好病、少生病”的目标，统筹施策、
精准发力，打出健康扶贫组合拳，全
省健康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显著

成效。
目前，我省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基
本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患者住院
实际报销比例由 2016年的 52.25%
提高到今年11月的88.58%，提高了
36.3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疾病分类
救治率达到 99.5%，9种大病集中救
治率达到 99.82%，医保救助体系不
断健全；大力推进贫困地区“五个
一”标准化建设，实施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348 个，贫困
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大大改善；
优 先 在 贫 困 地 区 实 施 基 层 卫 生

“369人才工程”“等额对调式”对口
帮扶，解决了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短
缺的难题；（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几年前这里的伊河岸边还是荒地，
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如今焕然一
新，变化很大！”12月 21日，在洛阳
市伊水游园八里堂段，市民吕先生
深有感触地说，去年以来，沿伊河建
设的游园花草繁茂，景色宜人，各类
运动场所、健身设施完备，还修建了
湿地公园，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伊水游园八里堂段是洛阳市着
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四
河三渠”综合治理的重要引领项目
之一，1635亩河滩、垃圾场、污水坑
等场地被清理后，建成了一个大型
滨水生态廊道公园，全长4.5公里。

山川秀美，关键在“水”。洛阳因
水而得名，因水而兴盛。洛河、伊河、
涧河、瀍河四条河流穿城而过，中州
渠、大明渠和铁路防洪渠点缀市区。
但“四河三渠”也面临着水量不足、水
质不良、河岸不绿、堤防不牢、设施不
全、道路不通等问题和短板。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经济发展高质量是基础，生
态环境高质量是保障。”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洛阳坚持生
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统筹
推进“四河同治、三渠联动”综合治
理，打基础、补短板，以良好生态环
境为高质量发展增优势添动力，为
群众增加幸福感获得感。

从 2016年起，洛阳市围绕推进
“9+2”工作布局，着力构建生态环境
建设体系，提出实施“四河同治、三
渠联动”，统筹推进水、城、山、田、
园、林、路等综合治理和提升，着力
实现“水清、岸绿、路畅、惠民”的总
体目标。

洛阳市出台《“四河同治、三渠联
动”实施方案》，突出城市“双修”、截

污治污、引水补源、河道整治、沿河棚
改、路网完善、游园建设等重点，统筹
推进。各县(市)区按照分配任务扎实
推进，针对重点项目建立台账、细化
节点、专人专班、挂图作战。

实施河长制，实现河长治。洛
阳以河长制为重要抓手，按照覆盖
中心城区、辐射沿河县城、延伸两岸
乡村的要求，综合整治工程由各级
河长负责指挥实施，计划用三年时
间实施各类项目 230 多个。其中，

“四河同治”安排 210 个项目，分中
心城区和各县(市)两大板块推进实
施，做好“水文章”。宜阳县按照“全
域水系”理念启动洛河城区段河道
综合治理项目，目前，洛河宜阳段形
成了 25公里长的水系风景带，两岸
总长50公里的22个游园广场，绿化
面积4800亩。

洛阳强力推动入河排污口专项
整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河流清洁
行动、黑臭水体专项整治等行动。
目前，洛阳四河沿岸 290 多个排污
口截流任务已全部完成，打击非法
采砂 150 余起、拆除涉河违法建筑
物13万平方米。（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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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四河同治”增创发展新优势

全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减少58万

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

实践者说

我们立足区位优势，把培

育放大艾草特色产业作为助推

产业扶贫的龙头，让艾草产业

龙头企业带领广大贫困群众走

向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

实践者说

坚持做好“以文化城”这篇

大文章，把文化资源与产业发

展结合，才能让千年古城有灵

魂、有生命、有个性，让城市温

暖和谐，让生活更加美好。

——睢阳区委书记曹月坤

12月 23日，河南青少年
素质发展中心艺术教育中心
联合河南中模教育研究院，共
同前往巩义市鲁庄镇赵城小
学，开展“关爱成长、爱心助
学”活动，为山区学生送上学
习用品、体育器材等价值 13
万元的物品及现金。图为学
生们在进行书法比赛。⑨6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缓解大班额、破解就医难、改造老
旧小区、整治交通秩序、建设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今年年初，许昌市委、市
政府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确定了“2018年十
件民生实事”，向全市 500万人民立下
一份庄严承诺。

有诺必践，一诺千金。年末岁尾，
许昌市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
民生实事“桩桩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看得见的民生实事、可触摸的民生温
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河南
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显示，许昌
市城市宜居度全省第一，居民获得感指
数全省第一，居民幸福感指数全省第
一，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全省第一。

表与里——从温度到高度

“我们选择民生实事，遵循了‘群众
关注、百姓受益，指标量化、当年完成’

的原则，每一件都是与群众生活最直接
的民生需求。”许昌市发改委负责人介
绍，许昌市每年确定的民生实事，在数
量上“精”、在分量上“重”、在内容上“具
体”，隐含着一条“变与不变”的脉络。

名称在变。十件民生实事的内容
各有侧重，有的是兜保障之“底”，如提
高特困群体生活补助标准；有的是救
民生之“急”，如实施“公厕革命”让“方
便”不再难；有的是筑公共服务之

“基”，如新建中小学缓解大班额问题，
件件体现了群众的实际需求。

情怀不变。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
帮扶，始终不变；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
福的理念，始终不变。从 2016年“改
善困难群体住房条件，解决‘千户万

人’住房困难”到 2018 年“为 60 周岁
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发放住院护理补
贴”，民生实事聚焦的，都是最需要呵
护的人。

变化源自时代的变迁——在经济
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要求“水涨船高”。 准确把握民生需
求的多元化、多层次，许昌把民生实事
办到百姓的心坎上。

“办好民生实事，是践行共享发展
理念的具体行动，关系群众利益，关乎
百姓幸福。”许昌市委负责人说，民生
连着民心，要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以担当破瓶颈，以实干解难题，
兑现庄严承诺。

为民的高度决定了惠民的温度。

近 5年，许昌累计投入民生领域资金
达到 806亿元，民生财政支出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在70%以上。

谋与为——从实事到实干

“这里离家近，医疗环境和大医
院差不多，看病方便，价格也便宜。”
12 月 20 日，在许昌市半截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67 岁的王迎枝老人说，

“我过来看个感冒，花 12块钱，用了 8
分钟。有了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看病
再也不作难!”

小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却是城
市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

“网格”的基石。如今，许昌市区居民
出门 15分钟就能找到一家基层医疗

单位，实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覆
盖，打造的“15分钟健康服务圈”获得
央视点赞。

民生实事要办好，既需资金，更须
用心。通过思维创新，许昌市以“有解
思维”破解就业难题，促进创业带动就
业，去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15.6万人，
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 16.2 万人，
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保持为零；通
过制度创新，许昌市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将城区水系管护交由具备
专业资质的第三方企业代管，持久维
护水面洁净、水质优良……

形式虽然多样，核心始终如一：以
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抓好民生工作，
持续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大与小——从大单到大餐

围绕城市交通建设、农贸市场改造
等需要巨资投资的民生实事，许昌市夯
实责任，一抓到底。与之同时，他们针对
背街小巷道路硬化、无主楼院环境整治、
街头公厕管理等“小事”，也立下“责任
状”、订下“目标书”，从点滴细节抓好落实。

一系列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小事情”，饱含着党和政府的“大温
暖”，如同涓涓细流滋润民心，把沉甸
甸的“民生大单”变成了暖人心的“民
生大餐”，让群众感受到了“大幸福”。

2018年，许昌市十件民生实事成
绩亮眼：实施老旧小区“四改一增”工
程，119个老旧庭院美丽“蝶变”，惠及
10余万居民；建成了20个食品安全放
心超市，让市民“拎起菜篮放心，围着餐
桌安心”；69个城市主要路口“电子警
察”全面升级，破解了交通“堵局”……

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许昌不
断书写着民生发展的新篇章，也让人
民群众的生活更有品质、更加幸福！

为民，是最动人的旋律
——许昌交出亮丽“民生答卷”的背后(上)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关爱成长
爱心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