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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白秋津 王冰珂

主要经济指标较好完成，增

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居民

收入跑赢 GDP 增速；获水生态

补偿金居全省第二；国企改革攻

坚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单

位……

2018 年，鹰城大地上，一个

个出彩汇聚成了“多彩”。

步入2019年，平顶山市如何

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实现高质

量发展？日前，平顶山市委九届

八次全会召开，部署2019年经济

工作，为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

针明方向、定目标、指路径。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7.5%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以

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平

顶山市市长张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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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不动产登记实现“三窗合一”

发力“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平顶山高质量发展答卷如何写

□平顶山观察记者 白秋津

“以前办理二手房产交易要来回跑多个
部门，多次提交相同资料。现在只跑一个窗
口，只提交一次资料，省心又省事。”1月 10
日，平顶山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三楼，市民张
女士通过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缴费发证智能
终端，顺利打印出了一份不动产登记证明。

去年 12月，两台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
缴费发证智能终端“落户”平顶山市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该终端集成自助档案查询、自
助缴费和自助打印不动产登记证明等功能
于一体，通过读取申请人身份信息、人像对
比、手机扫码缴费等，即可自行查询、打印和
领证，有效提升了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效率。

近年来，在平顶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全力支持下，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实现
与省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云平台对接的
同时，与房管、税务部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设立房产、税务、不动产“三窗合一”联合受
理窗口，对“二手房”交易、开发建设单位出
售商品房等共计十余项联办业务开展“一窗
受理，并联审核”工作。

据了解，自“三窗合一”联合受理窗口设

立以来，业务申请资料由原来的三家共 189
项减少为 63项，重复资料减少近 7成；业务
流程由3个部门10个环节，精简到1个窗口
5个环节；办理时限由法定30个工作日压缩
到一般业务 7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记 3个

工作日办结、抵押注销等业务实现即时办结。
发力“小窗口”，服务“大民生”。平顶山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群众需求为目标，不断
创新便民利民服务举措：开设银行便民服务
点，与多家银行结合，通过授权委托的方式，
方便群众就近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减
少到大厅办理的麻烦；进驻企业和社区现场
办公，设立流动服务点，缩短服务半径；电子
拍照存留资料，通过部门信息推送取消身份
证明等复印件；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办事
群众送达不动产权证书，实现群众办证只跑
一次；与省、市财政部门联合开发端口，在全
省率先实现不动产登记自助缴费、自助领
证、自助查询、自助打票。

截至目前，平顶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共
核发不动产权证书45376本，不动产登记证
明 65294份，提供档案查询服务近 8万次，
开展上门服务 300 余次，不动产登记实现

“全天办”“及时办”“就近办”。7

平顶山市去年发放低保金2.7亿元

惠及10.8万城乡困难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何思远）“去年，全市共有 10.8万困

难群众享受城乡低保，共发放低保金 2.7 亿元。”1月 22
日，平顶山市民政局低保中心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平顶山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市城市低
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4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470元，增幅
4%，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由 250 元提高到了 262
元，增幅4.8%；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年3210元提高到
每人每年 3450元，增幅 7.5%，高于 3400元的省定脱贫
线，实现“两线合一”，确保兜底脱贫效果。农村月人均补
助水平由142元提高到154元，增幅8.5%。

与此同时，平顶山市还提高救助供养标准，落实特困
人员救助政策，与市财政局、市扶贫办联合下发文件，明
确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
并按照规定程序将“三无”人员全部纳入特困救助供养
范围。截至目前，全市享受特困救助供养人员 2.17 万
人，全年共发放生活供养资金1.1亿元。7

本报讯（通讯员 吴改红 薛佳丽）“电影剧情扣人心
弦，还有好多汝州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看完感觉十分
骄傲，为我们大汝州实力打call！”1月 22日，汝州市某影
城门前，刚看完电影《汝海风云》的李女士说。

据了解，电影《汝海风云》改编自刘广元先生的著作
《黑心树》，是国内首部以“汝瓷”为主线的院线电影，主要
以汝州自然风光、文化传统为背景，植入温泉、风穴寺、汝
州山水、古村落等元素，90%以上场景都在汝州完成，是
一部展现汝州厚重历史及秀美山水的商战题材电影。

近年来，汝州市利用汝瓷文化优势，积极探索廉政教
育新路子，将汝瓷特色和廉政文化有机结合，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环境。汝州市以天青釉色寓意清正、干净，将代
表清正廉洁的荷叶花口瓶定为“市标瓶”，并以此作为模
板烧制灯具,让 160个“市标瓶”落户汝州，充分彰显了汝
瓷之都的廉韵清风。

除此之外，汝州还把“汝瓷、汝帖、汝石”中的历史典
故、劝廉碑刻、文化传说等廉政元素植入汝瓷小镇和城乡
公园游园建设，依托抗日县政府旧址，通过主题展、书画
展等形式，打造集赏瓷、鉴古、问廉、革命传统教育于一体
的廉政教育平台，让廉洁理念深入人心。7

新增城镇就业 7.9万人，打通断头路 18
条，新建改建城乡公厕 455 座……过去一
年，一件件实事做进百姓心坎，一个个项目
扮靓城市容颜，平顶山再次被命名为国家卫
生城市，全面改薄工作居全省首位。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今年，平顶山将
深入实施百城提质工程，统筹区域协发展，
在继续推进老城区功能疏解和改造提升基
础上，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功能，加
强高铁片区等九大片区开发建设，推动宝
丰、叶县、鲁山与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增强
汝州、舞钢、郏县支撑地区发展能力。

为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平顶山进一步完
善停车场、游园等功能配套，合理布局医院、
农贸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实施打通断
头路行动计划。此外，加快推进郑万铁路、
沙河复航等项目建设，强化基础能力支撑。

不仅城市提质，还要乡村振兴。以国家
农业“两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实施“循环农
业+品牌农业+协同农业”发展战略，打响具
有平顶山特色的绿色农业品牌；积极发展都
市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和“互联网+农
业”，抓好田园综合体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激发农业农

村发展活力；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厕所
革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重点工作。

平顶山还将继续从全市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集中力量办好
重点民生实事。完善公共就业创业信息服务
平台，加大创业园区建设力度，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
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新市
民租房购房支持力度；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24所，完成消除大班额项目学校30所，实施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健全分级诊疗，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快速发展……

奋斗是最鲜明的底色，实干是最嘹亮的
号角。“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以‘两学两
比两争’为牵引，全面加快产业、城市、生态、
文化、社会‘五大转型’，持续提升经济优质
度、发展集约度、区域开放度、城乡统筹度、
环境友好度、群众幸福度、社会文明度、形象
美誉度‘八个度’，在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
省第一方阵征程中迈出更大步伐，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添重彩。”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
说。7

平顶山市去年新增
24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 孙鹏飞）在日前公布的我省 2018
年第三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平顶山市11家企
业榜上有名。加上前两批认定企业，去年，平顶山共新增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4家，创历年来最高。

平顶山把培养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
要力量，专门制订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实施方案，多措并举
推动“双倍增”工程，以科技引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

强化服务企业能力。在全省率先推行覆盖科技型企
业的首席科技服务员制度，选取 130余名工作人员担任
首席科技服务员，指导企业用活科技创新政策，帮助企业
破解难题。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省、市、县三级联动，先后出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奖补、高新技术企业首次认定奖补、科
技创新券补贴等财政激励政策。去年，全市共兑现各级
奖补资金3553万元，发放科技创新券近1200万元，极大
激发了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构建科技企业“微成长、小
升高、高壮大”的梯次培育机制，筛选创新基础好、发展
潜力大的企业，由科技管理部门一对一跟进辅导，对标
补短板。去年，全市共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170家，超
额完成省定 95家的年度目标，保证了高新技术企业源头
供给。7

鲁山连获3项“国字号”荣誉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师红
军）“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果蔬无公害十强县”“中国香菇
之都”，一个月之内鲁山县接连荣获“国字号”荣誉。

2018年 12月 28日，“中国长寿之乡”授牌仪式在北
京举行，鲁山县荣获这一称号。评审组在鲁山县考察后
一致认为，此地具有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居民生活
习惯良好、社会平安和谐、民风淳朴等长寿之乡的共性特
征，符合申报要求。目前，全县80岁以上老人20121人，
占总人口的 2.07%；百岁以上老人 78 人，占总人口的
8.04/10万；全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80.96岁，比全国
总体水平高4.26岁，呈现出较强的长寿持续增长势头。

此前不久，在海南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绿色生态农
业发展论坛上，鲁山县还被授予“中国果蔬无公害十强
县”“中国香菇之都”称号。

近年来，鲁山县高度重视产业扶贫，把蔬菜种植作为
脱贫攻坚的一个产业，以张良镇蔬菜种植重点乡镇为中
心，全县常年蔬菜栽培面积11万余亩，各类水果（梨、桃、
蓝莓等）种植面积 8.5万亩，食用菌常年栽培 3.2亿袋，全
县初步形成优质粮油、优质蔬菜、名优果品、食用菌四大
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果蔬生产基地。目前
该县已经认证的果品蔬菜无公害农产品25家，绿色农产
品两家，有机农产品两家。

该县还是食用菌种植大县，全县从事香菇种植的农
户达3万余户 10万余人，香菇种植总量达2亿袋，产值6
亿元。“吉尔木”香菇通过绿色食品认证。鲁山县先后荣
获中国食用菌协会、省农业农村厅、省食用菌协会等单位
授予的“全国食用菌行业先进县”“食用菌生产先进基地
县”等称号。7

国内首部“汝瓷”电影

《汝海风云》上映

全社会用电量、货物周转量等经济先行
指标增速分别为14.2%、10.5%；多数重点工
业品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宽厚钢板、工业
丝、帘子布价格同比增长 43.3%、32.2%、
19.4%……过去的一年，平顶山综合施策，
不断推动经济行稳致远，为高质量发展夯
实基础。

工业稳则经济稳。2019 年，平顶山将
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与平煤神马集
团、平高集团等企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
企业排忧解难；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项
目、培育一批骨干企业、提升一批产业园
区，夯实工业经济发展基础。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平顶山
将大力支持平煤神马集团、平高集团等国
有企业发展；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开展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百千万”行动，破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培育建设一批现代服
务业园区，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时，平顶山坚持抓重点、强短板、补
弱项，聚焦突出问题，打好三大攻坚战，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按照脱贫攻坚提质增效 32 条工作标
准，平顶山把产业扶贫放在根本性和战略
性位置，不断提高产业带贫成效；深入开展
百企帮百村、万商扶万家等活动，重点解决
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问题。据了
解，2019 年，全市将实现 4.12 万人减贫、
120 个贫困村退出、鲁山县脱贫摘帽的目
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9 年，平
顶山将持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努力推动
生态转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绿色
矿城。

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调
整，深入开展工业企业绿色改造，彻底整治
北部矿区污染；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确
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加快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抓好
廊道绿化、森林抚育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
林 37.2万亩。

2018 年，是平顶山高质量发展开篇布
局、五大转型起势发力、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
全省第一方阵成为鹰城最强音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平顶山在“变”的环境中保持了
“稳”的态势，在“难”的破解中加快了“转”的
步伐，在“质”的提升中积蓄了“强”的势能，交
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1+7”制造业新体
系加快构建，中国尼龙城上升为省级战略，平
顶山—宁波港海铁联运“沿江班列”开通……

2019 年，平顶山将深入贯彻落实“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调结
构、转方式，把新兴产业培育大，把传统产业
改造好，把落后产能化解掉，构建多元发展、
多级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中国尼龙城建设，发展下游尼
龙织造、工程塑料产业集群，打造世界一流
的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统筹抓好盐化工及
PC、新能源储能、高端装备制造、特钢不锈
钢、煤焦油深加工、碳新材料、健康食品等七
大产业发展；加快推进绿色化改造扩面提
标、智能化改造赶超跨越、技术改造提升水

平；持续推动服务业总量增长、结构优化。
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动力。纵深推进

“多证合一”“证照分离”“一次办妥”改革；坚
决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扫荡战”，确保三年国
企改革攻坚战圆满收官；进一步优化投资项
目审批，大力推行容缺办理、多评合一等模
式，推动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限压减至100
个工作日以内。

以全方位扩大开放增添动力。转变招
商理念、创新招商方式，争取再引进一批战
略性、龙头型项目；落实优惠政策，提升服
务，再培育一批知名出口品牌；进一步完善
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全程代办服务制，将代办
服务延伸至项目建设全过程。

以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动力。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 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0家，
建设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0家以上；推进国
家创新型城市、创新驱动示范市、知识产权
示范市创建，支持县(市、区)依托产业集聚区
建设科技创新综合体；积极融入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

夯实基础
增创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转换动能 激发产业升级新活力

平高集团员工正在对全封闭组合电器管道母线进行出厂试验 杨红亚 摄

稻浪滚滚庆丰收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从平顶山东站始发至宁波港的海铁
联运沿江班列

平顶平顶
山行政审山行政审
批服务大批服务大
厅厅

以人为本 开辟美好生活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