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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安居问题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在就业方面，《报告》显示，今
年，新增城镇就业12.36万人，开展再就业培训6.07万人；城镇“零就业”
家庭动态为零；全年开工建设（含购买）青年人才公寓2.56万套。在保障
性安居工程方面，棚户区改造建设新开工21951套，公共租赁住房实际
分配入住19664套，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年内回迁安置群众20万人。

就业安居 新增12.36万人就业，开建2.56万套青年人才公寓

民生速递

热点关注

就医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王平）12月 26日，记
者从省卫健委获悉，郑州市惠济区等101
个县（市、区）成为我省第二批HEARTS
高血压防治项目点。至此，加上首批纳入
该项目运行的试点地区，我省HEARTS
高血压防治项目点增至105个。

HEARTS高血压防治项目是由世
界卫生组织、世界高血压联盟、世界高血
压协会等共同发起，以防控心血管疾病
为重点的管理服务包。据了解，我省作
为 HEARTS 项目在全国推行的首批 6
个试点省份之一，在今年11月发起实施
了“河南省HEARTS高血压防治项目”
并下发实施方案，为18周岁以上的社区
居民提供血压筛查及心血管疾病风险评
估，对血压升高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最新阶梯式治疗方案给予药物治疗
及综合健康咨询。郑州市金水区和中牟
县、焦作市修武县、安阳市汤阴县为该项
目在我省运行实施的首批试点。

针对高血压患者治疗用药，我省正
在试点探索药物采购供应新模式，并通
过与药企谈判制定优惠政策，进一步降
低降压药物的价格。目前我省筛选出马
尼地平、吲达帕胺、替米沙坦三类药物纳
入首批项目治疗用药，在药品实行“零差
率”销售、合规费用纳入医保报销的基础
上，患者开药实行“买一送三”“买一送
二”等模式，从而降低药品价格，减轻群
众看病负担。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月 26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经过前期征求
社会各界意见，省公安厅联合省畜牧局、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同制定了《河南
省物业管理区域内禁养犬只名录》，并向
社会公布，明确规定50类犬在禁养范围。

此外，体高超过 55厘米的犬只(站
立时从肩胛部最高点到地面的距离)也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禁养范围内。以上禁
养的犬只中，工作犬、导盲犬、助残犬等
特殊用途的犬只除外。

若违反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
养烈性犬和大型犬的，由公安机关或者
具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没收犬
只，并处罚款；若违反规定，携准养犬出
户未束犬链牵引的，由具有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权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以罚款，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没收犬只。③6

我省HEARTS高血压防治
项目点达105个

降压药进一步降价

《河南省物业管理区域内
禁养犬只名录》出炉

看看你的爱犬能不能养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李
静）12月 26日，记者从郑州火车站获
悉，自 2019年 1月 5日起，铁路部门
将调整列车运行图。其中，郑州火车
站将新增发往杭州的高铁，郑州发往
哈尔滨的 K926次将延长至海拉尔，
到海拉尔无需再换乘。

调图后，郑州火车站新增西安北
到杭州东高铁一对，车次为 G2390/
87、G2388/9 次；郑州到新乡（安阳）
的 K7976/7 次列车停运。除了将郑
州—哈尔滨西K926/5次运行区段调
整 为 郑 州 — 海 拉 尔 ，郑 州 — 杭 州
K2278/7次运行区段也将调整为安阳
（新乡）—杭州。

另外，途经郑州火车站的两趟
列车的车次将进行变更：玉溪—北京
西 K434/3 次车次改为 K636/5 次；
商丘—西峡 K8011/2 次改为长期临
客，车次改为K5345/6次。③6

又讯（记者 宋敏 孟向东 通讯
员 司马连竹 赵向阳）别了，老“电视
机后盖”！12月 26日，造型寓意“卧
龙腾飞”的南阳火车站新站房正式开
通运营，这座矗立在原址上的崭新地

标，象征着南阳铁路交通掀起了“升
级换代”的序幕。

26 日一大早，年过七旬的南阳
站退休职工杨道宏特地来到了新站
房，围着全新的安检通道、全自动售
票机和自动扶梯仔细看个不停。看
到新站房宽敞的候车厅内，各种现代
设施一应俱全，杨道宏欣慰地表示：

“新车站就是跟高铁站比也不差。”
南阳火车站始建于 1970 年，是

连接焦柳、宁西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
站，年均发送旅客约 350 万人次。
1992年，南阳站首次进行改扩建，外
形独特的站房建成后，被老百姓亲切
地称作“电视机反着看”。2017年 5
月，南阳站改扩建工程开工，老站房
开始拆除，新站房投入建设。

新站房造型采用三段式对称布
局，中间横向突出大面积明快的玻璃
幕墙，与原有站房 3000 平方米的面
积相比，新站房总面积增加到 11999
平方米，一次性最大旅客接待量可达
3000 人次。目前，南阳站运行车次
已恢复到 40趟，明年 1月 1日后，还
将有4趟列车恢复运营。

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对于方便南
阳地区1000万居民出行、完善豫西南
铁路运输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③6

铁路出行有俩好消息
①1月5日从郑州可直达海拉尔看雪
②南阳火车站新站房投用

地铁5号线后天空载试运行 黑臭水体基本无踪影

郑州交出今年民生实事“答卷”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民生为大，一诺千金。当时
间的指针行至岁末年尾，郑州市
政府今年年初公开承诺的十件重
点民生实事到了“交卷”的时刻。

12月 26日，《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 2018年十件重点民生实
事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提请郑州市第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民生
实事“桩桩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
2018年郑州市十件重点民生实
事的 45个项目已完成 41项（含
17 项超额完成），但依然有 4个
项目推进滞后。对于尚未完成
的工程，郑州市政府已约谈相关
责任单位主要领导，要求确保春
节前完成任务。

和往年相比，今年郑州市十
件重点民生实事更加贴近民生，
众多项目与百姓的住房、教育、
医疗、出行等息息相关。今年十
件重点民生实事的投资首次突
破百亿元，达到126.73亿元。

为民，是最动人的旋律；幸
福，是最温暖的感受。今年，郑
州市十件重点民生实事具体进
展如何？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份
民生“答卷”吧。

今年，免费为具有郑州户籍的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筛查 101772
人、乳腺癌筛查101412人、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DNA检测 50000
人；免费为具有郑州户籍的新生儿进行35种遗传代谢病筛查5.5万人、
耳聋基因筛查 9.81万人、听力障碍初筛 12.7万人，苯丙酮尿症、先天性
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共筛查12.85万人；免费为具有郑州户籍的14502名
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医疗卫生 免费为1.45万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今年，开工新建(改扩建)37所幼儿园，开工新
建(改扩建)38所中小学。同时，积极推进往年中小学校项目建设，建成
投用中小学22所，新增学位3.67万个。建成城镇社区多功能运动场20
个、社区健身活动中心 20个，对 120个行政村和 80个贫困村的农民体
育健身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开工建设县区级户外全民健身活动中心3
个，建成连通生态健身步道316.25公里，绿道50公里已全面开工建设。

教育体育 开工新建（改扩建）38所中小学

给特殊人群多一点爱。免费为郑州市有需求的残疾人配备辅助器
具 1.06万例；为年满 16周岁、具有郑州市户籍并持有第二代残疾证的
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发放了通信信息消
费补贴。为全市低保户每户每月发放5立方米用水价格补贴，提供低价
天然气，为城市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补贴10度电。

特殊人群 免费为残疾人配备辅助器具1.06万例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截至12
月 24日，郑州市城区优良天数162天。目前，全市建成区已基本消除黑
臭水体。新增提升生态廊道220公里，连通生态廊道424.87公里。新增
绿地1304.36万平方米，确保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以上。

生态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以上

畅通郑州，出行不再难。郑州市区开工建设支线道路67条、竣工通
车38条，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128条道路完成中小修，东明路大修工
程主体完工，银通路大修工程完成各种管线改造。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
土建工程主体竣工，并实现洞通；地铁 5号线将于 12月 29日实现空载
试运行。市区新增停车泊位52599个，建成各类充电桩7378个。

畅通郑州 地铁5号线本月29日空载试运行

丰富的文化大餐，为百姓提供了美味的精神食粮。奥体中心体育场、
体育馆、游泳馆，文博艺术中心大剧院、美术馆、档案史志馆，市民活动中心
科技馆、群艺馆、杂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儿活动中心、健康中心等12
个项目已基本建成。开展“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千场文艺演出活动，
惠及300个村、200余万人次；免费为群众演出精品剧目（节目）30场。

文化惠民 “四个中心”已建成12个项目

家门口啥都有。新建和改建公共厕所1534座；打造15分钟便民生
活圈，新建、改造标准化农贸市场15个全部建成投用；开工建设便民服
务中心43个。城乡社区建成100所“儿童之家”，建成100所社区“绿城
妈妈”项目，开展社区环保服务活动，实现村（居）民法律顾问全覆盖。

便民服务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今年，郑州市创建10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100家食品安全
示范店。对全市 50.9万只液化石油气钢瓶加装智能角阀，建立安全监
管网络。建成了电动自行车防盗综合管理平台，免费为市民电动自行
车安装号牌，有效预防、打击盗窃电动自行车违法犯罪行为，到明年第
一季度将完成全市300万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

社会治理 建成电动自行车防盗综合管理平台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为 364个规划保留村建设农村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使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覆盖率由去年的 30%提高
到65%以上。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97.44公里，“四好农村公路”建设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实施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综合提升工程，已
开工新建14所，综合提升改造29所。③8

公共服务 “四好农村公路”超额完成任务

□文锟 王亚方 李海洲 摄影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以电代煤度“暖冬”，用电负荷不断增
加，线路及相关设备需升级改造。为保证居民在冬季用电高峰
季节用上放心电、舒心电，供电公司精心组织相关人员实施线
路改造，提高供电可靠性。⑨6

▲12月26日，国网滑县供电公司员工在进行线路改造工作。
◀12月13日，沁阳市东环路，作业人员在施放导线。

保供电 过“暖冬”

养犬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大石桥街道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12月 11日上午，在新乡市红旗区
文化街街道清华园社区集中供暖竣工
座谈会上，社区居民们为社区送上了锦
旗，感谢社区解决供暖问题。辖区内多
个庭院多年来无集中供暖，清华园社区
下大力气、攻坚克难，目前实现全面通
暖。为响应新乡市在全市大力推行老
旧小区集中供热工作，社区人员深入辖
区各个庭院，通过走访入户、张贴通知

等方式，进行全覆盖民意调查。据了
解，社区多次与新乡市供热处、文化街
街道、华电公司等多家单位召开推进、
协调现场会，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
现场解答。同时，社区党支部全程参
与供热施工建设，打通居民、施工方、
热力公司之间沟通桥梁，同时将热力
施工各类事项进行全程公示，让“小微
权力”和施工过程透明化。 （吕凯）

为深入贯彻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新乡卫辉市安都乡在落实各项工
作部署的同时，通过三项措施，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形成了全乡抓廉政的良
好局面。一是抓思想教育。通过组织
乡村两级干部集中学习观看警示教育
纪录片，结合主体党日等形式开展学
习教育，树立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意
识，增强勤政为民的能力。二是抓制

度建设。认真开展“小金库”专项清理
整治自查自纠、“帮圈文化”专项排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扶贫领域以案促
改等各项工作，建立工作制度、整改台
账。三是抓纪律监督。从严执纪问
责，保持纠治高压态势；措施再强化，
深化作风建设，强化对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监管，用好问责利器，把全面
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 （王宁）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和省、市、区纪委要求，郑州市金水区
大石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认真开展《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宣传教育
和贯彻实施工作。一是丰富载体，多种
方式宣传学习。购买《条例》《条例释义》
等资料，做到人手一本；以党小组和党支
部为单位开展集中学习，并利用党员活

动日发动老党员学习和宣传；利用办事
处公众微信平台，以图片形式诠释新修
订《条例》。二是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学
习宣传贯彻《条例》落到实效。通过以案
促改，讲身边案，警醒身边人，强化《条
例》的刚性约束，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将
学习贯彻《条例》情况纳入日常监督工作
中，并开展纪律作风检查。 （杨靖婧）

三举措强化主体责任落实 社区是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结合
辖区楼院多，常住人口多这一特点，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
治党”的总要求，在辖区深入开展廉
政文化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率先在所
辖的天玺华府小区设置“廉政文化主
体楼栋”。该社区通过设置“勤政、廉
洁、公正、为民、厚德、慎权”等六个板

块，向辖区居民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的
有关知识。版面图文并茂，语言生
动，既有警句名言，又有准则规范。
教育和引导人们要清白做人、干净做
事。彻底筑牢防腐拒变的防线，争做
清正廉洁的表率。廉政文化主题楼
栋的设置，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和
文化气息，深受广大居民的欢迎和喜
爱，每天到这里观看学习的群众络绎
不绝。 （李琛璟）

孟津林业局用制度织牢反腐倡廉区域网
孟津县林业局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县纪委和上级林业部门关于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
坚持弘扬道德高线与坚守纪律底线
并重，确保林业系统大局稳定。加强
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制
定《孟津县林业局反腐倡廉制度》《孟
津县林业局以案促改工作方案》等文
件，制定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
单。搞好警示教育，扎紧反腐倡廉紧

箍咒。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
廉政宣传专题教育片，持续强化林业
系统廉政风险意识教育，进一步筑牢
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层层压实责
任，把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通过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承诺书、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和采取廉政
约谈、廉洁家访、家庭助廉等措施，将
责任进行层层延伸、层层压实。

（李继东）

普及廉政文化 弘扬新风正气

“郑家集乡以案促改工作存在思
想重视不够，以案促改进村组工作不
到位、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执行不到
位……”这是鹿邑县纪委下发给郑家集
乡党委以案促改工作督查反馈意见书
指出的问题。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鹿邑县纪委监察委针对全县 25个
乡镇精选75起典型案例以案促改工作
情况开展核查，将核查出的问题迅速做
出反馈，力促整改见实效。下发的 25

份反馈意见书，提出涉及“两个责任”落
实不力、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没能发
挥、“三资”管理混乱等 115个问题，要
求各单位明确责任，针对每个问题，制
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效，倒逼案发
单位深刻剖析案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
反馈问题，对现有制度进行审查、评估
和清理，查漏补缺，动态调整责任清单，
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形成靠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潘向丽）

鹿邑县：下发反馈意见书力促整改见实效

严严冬日温暖民心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禁养的烈性
犬种类有：藏獒、牛头梗、秋田犬、德

国牧羊犬、比特犬、阿富汗猎犬、土佐

犬、高加索牧羊犬、中亚牧羊犬、纽芬

兰犬、罗威纳犬、阿根廷杜高犬、威玛

犬、美国斯塔福梗、法国斗牛犬、纽波

利顿犬、俄罗斯牧羊犬、马士提夫獒

犬、卡斯罗犬、杜宾犬、拳狮犬、波音

达猎犬、中华田园犬、川东猎犬、凯丽

蓝梗、马里努阿犬、爱尔兰猎狼犬、巴

西菲勒犬、格力犬、贝林登梗犬、巴仙

吉犬、猎鹿犬、可蒙犬、法兰德斯牧牛

犬、澳洲牧羊犬、伯德梗、边境梗、狼

青犬、昆明犬、荷兰毛狮犬等 40 种犬

种，以及具有上述血统的杂交犬和具

有攻击性的其他犬种。

禁养的大型犬种类有：大丹犬、

寻血猎犬、雪达犬、圣伯纳犬、大白熊

犬、阿拉斯加雪橇犬、伯恩山犬、古代

牧羊犬、大麦町犬、猎狐犬等 10 种大

型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