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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问”“政”之所向

《百姓问政》架起“干群连心桥”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白秋津

“小区内道路重新进行了平整，还
安装了不少健身器材，现在出门锻炼
都方便了很多。”3月 20日，家住平顶
山市耐材厂家属院的市民李先生告诉
记者。去年 11月，该小区因存在道路
破损等问题，被《百姓问政》节目播出
后，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在短时间内解
决了这一问题。

作风建设，事关政令畅阻、事业兴
衰、民心向背。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的监督作用，搭建起党委政府沟通联
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进一步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去
年 12月，平顶山市推出《百姓问政》电
视节目，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及
重大部署，聚焦干部作风和纪律、百姓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动员百姓参与、
百姓监督。

《百姓问政》节目以“强化为民宗
旨，解决民生诉求”为目的，通过前期
向社会公众征集线索，以电视短片的
形式反映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医疗卫
生等存在的短板和难点，现场邀请8名
问政嘉宾对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提
问，200名测评观众根据被问政代表回
复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点评嘉宾现
场点评。

“五一路以及其他路段的断头路
什么时候能打通？”“私设路障、路桩为
何无人监管？”“新城区仅有两家医院，
能否满足居民的日常医疗需求？”……
在前两期的《百姓问政》电视节目中，
围绕“问路”“问医”等主题，问政嘉宾

一个接一个的犀利提问，让被问政嘉
宾接受了一次次严格的“大考”。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破解
难题？具体的路线图、时间点是什
么？”成了被问政对象的“必答题”。面
对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相关部门
负责人直面工作短板，反思作风机制，
在限定时间内一一解答，并承诺整改
措施和时间。

在第二期《百姓问政》节目中，针
对医院服务态度差，小病多花钱等问
题，平顶山市卫健委副主任杨振民现
场向群众作出承诺：“要求各医疗机构
严格执行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对门诊
实施明细表，接受群众监督；在住院病
人中继续推进一日清单制度，让群众
明明白白的看病。”

“笑脸”相迎，“哭脸”相拒。每个

问题回答过后，现场200名测评观众对
于相关部门的解释和答复，都会举起

“笑脸”牌或“哭脸”牌来表达满意或不
满意，进行满意度测评。一位测评观
众告诉记者：“节目问出了我们百姓的
心声和期待，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
作风和执行力。”

点评嘉宾、省住建厅副厅长巩魁生
说：“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百姓问政》
直面问题不掩饰，刀刃向内不回避。相
关职能部门要切实转变作风，深入了解
民情，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
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第一期《百姓问政》电视节目播出
后，相关单位分别对节目中反映的断
头路不通、街头游园管理、道路乱停乱
放、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进行了整
改。同样，针对卫生健康系统在医疗

卫生服务、医疗秩序监管等方面存在
不足和短板问题，平顶山市卫健委下
发文件，全面摸清医疗服务、医疗监管
方面存在的漏洞、问题，依法依规进行
整改，推动医疗秩序持续向好发展。

“民生的痛点在哪里，问政的焦点
就在哪里。《百姓问政》表明了平顶山
市委市政府直面问题、敢于担当、解决
难题的决心和勇气。”节目点评嘉宾、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对这一做法表
示赞赏。

“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或者很
难解决，而是有些部门和人员宗旨意
识、责任意识不够。”平顶山市委督查
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利用

“电视问政”，对反映出的问题及整改
情况进行督办，暂时未被问政单位也
要“照镜子”“正衣冠”。

听民声，回应群众诉求；察民意，
接受群众监督；抓管理，建立长效机
制；促发展，转变工作作风。据了解，
今后《百姓问政》节目将常态化机制
化，以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职
能部门和行业单位（含服务窗口）为
主，将涉及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公共
服务职能的单位全部纳入问政范围。

随着“电视问政”的播出，平顶山
市将不断拓展深化作风大整顿。“通过
老百姓‘挑刺’，促进干部树立为民情
怀，把一切工作围绕民心大课题实
施。坚持效果导向，转作风、提效能、
促发展，把有锐度的群众监督，变成有
温度的民生改善，助推我市综合实力
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平顶山市
委书记周斌说。7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
珂 通讯员 巫鹏）干净整洁的路面、规
整有序的花坛、仿古造型的屋檐、高高
挂起的红灯笼、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
主题墙……越来越漂亮的宝丰县城关
镇梅苑巷小区让居民越来越满意。

梅苑巷小区建于上世纪 90年代，
由于规模小、年久失管，环境一度脏、
乱、差。去年11月，该小区和城关镇粮
食局小区一同被列为县“党建＋老旧
楼院改造”模式试点，进行了全面升级
改造。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小区
自己管”。为解决老旧楼院长期无人
管事的状况，城关镇在全市率先组织，

选举出一批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组织
能力强的党员，成立了老旧楼院党支
部。再由党支部推荐提名，由居民直
接选举，组建党群议事会。

今年 64岁的康建忠有着 42年党
龄，去年12月，他被选举为粮食局小区
党支部书记。小区改造前，他带着党
支部和党群议事会成员挨家挨户做宣
传。由于宣传工作到位，居民们不仅
捐款 4000多元，还在施工时主动端茶
送水，提供服务。经过两个多月的绿
化、美化、亮化，这两个小区都成了县
示范文明小区。据介绍，他们未来将
通过物业公司进驻，党支部和党群议
事会积极配合，对改造后的小区进行

常态化管理。
截至目前，城关镇共拆除违法建

筑 280余处，清除不规则小菜池、小花
池 3000余处，制作创文墙体彩绘 500
余处，多个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3 月 18 日，在梅苑巷小区对面的
面粉厂小区，工人们正在美化墙体，整
改线路。“第二批改造的面粉厂小区、
社保小区、东中新村等小区将在3月底
全部完工。”城关镇党委书记宋笑前
说。

“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我们协调、
沟通，居民参与、服务。”康建忠说，通
过旧院改造，激发了党员群众参与小
区治理的积极性，也搭起了党委、政府

与居民的“连心桥”。
小区笑脸墙上一张张幸福的笑容

代表着群众的心声。经过小区改造，
群众的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宋笑前介
绍，去年12月，中央文明委委托省文明
办进行创文验收居民满意度调查，该
镇居民满意率达100％。

“老旧楼院的改造整治，关乎群众
的切身利益、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是
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我们将进一步
加大力度，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营造文明和谐、健康
向上、安居乐业的社会氛围，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宝丰县委书记、县长许红兵说。7

本报讯（通讯员 卢晓兵）近日，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示范区（项目）名单公布，全国共有
54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
目入围，平顶山市“文化客厅”公益课
堂位列其中。

平顶山市“文化客厅”公益课堂
由当地市委、市政府倡导，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组织实施，是一项提高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的大型公益文化活动，立足于特色地
域文化，面向广大群众相继开设了文
化艺术类、生活知识类、健身活动类、
手工技艺类等四大类近 50门课程。
设立关爱留守学生基层培训点、“一

鸣书居”农村基层文化服务点等 300
多个基层培训站（点），广泛组织“艺
行万家”基层文艺巡演和公益电影放
映，大力开展残疾人技能、文艺培训
等公益活动。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项目共计
授课 2 万多节（次），成果展演展示
100 多 场（次），受 益 群 众 百 万 人
（次），有力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下一步将与各县（市）联手，进
一步推动‘文化客厅’培训、展演、展
览、展示向基层下沉，打造全市范围
内的群众文化公益培训平台。”平顶
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
说。7

本报讯（通讯员 韩江法）据平顶
山项目办负责人介绍，今年 1-2 月
份，该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64.2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2%，占全
年计划投资的 21.9%。分行业看，服
务业、城建、农业项目完成投资比例
较高，均超过年度投资目标的 20%；
分县（市、区）看，鲁山县、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舞钢市完成投资占年度投
资目标比例较高，均超过25%。

据了解，今年，平顶山市第一批重
点项目共318个，总投资3207.4亿元。
计划建成项目79个，完成投资47.0亿
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的25.9%。其中，

中峰纸业年产 15万吨牛皮挂面箱板
纸、舞钢市玖行公司年产5台炼钢转炉
等两个项目建成投产。续建项目115
个，完成投资83.1亿元，占全年计划投
资的20.0%。其中，平顶山西站高铁商
务区建设项目一期道路基本建成，站前
广场、生态廊道景观工程主体正在建设
中。新开工项目124个，完成投资34.1
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的 12.0%。其
中，华拓电力科技园、鲁山县A级旅游
景区提升改造项目、宝丰县特色商业区
物流产业园、平顶山华耀城项目、舞钢
市新时代国际学校二期建设项目等28
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7

本报讯（通讯员 邱爽 王楠）3
月 20日，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滍阳镇梁庄村村民梁方园一大早
就开始忙着给新栽植的月季苗浇
水。在他的身后，一大片新栽植的月
季苗生机勃勃，长势正旺。

“俺们本来就稀罕月季，前几天区
里和镇上组织志愿者把月季苗送到了
俺家门口，可把俺给高兴坏了。”老梁
乐呵呵地对前来串门的邻居说。

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
开展，增强居民美化环境的意识，营造

“乡村林果化、庭院花园化”的生态环
境，今年以来，平顶山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共筹措资金600万元，组织区直各
单位包村志愿者和村两委干部、党员，

在全区14个行政村开展“送月季花进
万家，美化千万家”活动。目前全区广
大农村地区已栽种月季逾11万株。

“月季只应天上物，四季荣谢色
常同”。月季花是平顶山市的市花，
一直广受市民喜爱。该市园林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将根据道路
场地情况、光照情况，在社区休闲广
场、单位庭院、居民区、各大专院校、
机关等庭院绿地种植月季 37 万余
株，打造一批月季花景观大道、景观
广场和公园。

“再过两三个月，等到大片的月
季花都盛开了，俺这家门口可美啦！”
梁方园大声对邻居说，“不信你到时
候来瞧！”7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
珂）“老伴住院俩月多，总共花费7000
多元，按照乡级标准报销，自己就掏
1400多元，这要是在县医院，估计得掏
2500多元。”3月18日，郏县长桥镇王
凤梧村79岁村民王子明告诉记者。

七年前，老王的妻子张鲜因车祸
导致右侧肢体偏瘫，曾辗转求医，不见
好转。去年年底，他带着妻子，来到由
郏县人民医院、县城关镇卫生院共同
打造的康复医学中心，进行恢复治疗。

“张鲜在乡卫生院挂号，享受乡
级收费、报销标准，同时，享受县医院
的诊疗服务。”郏县人民医院院长王
银攀介绍，如病人先在县医院治疗，
病情稳定后，再到中心进行康疗，康
疗过程仍可享受乡级收费、报销标
准。贫困户可享受合规费用全报销。

康复中心位于郏县城关镇卫生
院。多功能康复厅内，前臂旋转训练
器、肩关节康复器、腕关节屈伸训练
器等仪器，功能精细划分到身体每个
部位，能满足患者不同需求。当天，
见到 30余名患者正在医生、家属陪

同下，做恢复锻炼。
“以前这里只有 3名医生，设备

有限、技术薄弱，床位长期闲置，全年
接诊量300余人。”王银攀说，仅一墙
之隔，县医院床位紧张，人满为患。

为了最大化利用人才、技术、床位
资源，去年4月份，郏县人民医院将康
复医学学科病房整体迁至城关镇卫生
院，组建紧密型康复专科医共体——
康复医学中心，统一管理，利责共担。
目前设置床位70张，医护人员17人。

为方便群众，县医院开放患者
食堂，康复中心患者可前往就餐。
去年年底，康复中心又接通了县医
院的暖气管道。“环境、饭都不赖，最
主要是便宜。”王子明说。“来这住了
快俩月，老伴儿能慢慢站起来了，也
能简单说话了。”

同时，康复中心设有远程诊疗，
遇到疑难杂症，可与省医院专家直接
沟通，让患者真正实现“小病不出乡、
大病不出县、看病真方便”。据统计，
截至去年年底，康复中心共收治患者
1074人。7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项目）公布

平顶山“文化客厅”公益课堂位列其中

平顶山市重点项目推进顺利
前两个月完成投资164.2亿元 同比增长52%

多彩月季送万家 鹰城何处不飞花

实施“党建＋老旧楼院改造”

宝丰县开启社区自治新模式

鹰城春意浓
随着天气转暖，鹰城大地草木萌发，百花吐

蕊，春意盎然。公园、矿区、乡村的道路旁成为美
丽的花海绿廊，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磊）“鉴于
国土部门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给予通令嘉奖一次……”近日，舞钢
市政府颁布嘉奖令，对该市国土部门
进行表彰。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严峻
形势，该市严守耕地红线、深化用地改
革、创新土地管理模式，为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土地”保证，先
后获得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
县（市）、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
有县”等荣誉称号。

该市将耕地保护工作纳入政府
目标考核，层层签订耕地保护责任
书，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

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耕地保
护新格局；为摸清国有建设用地家底，
对土地利用突出问题，进行拉网式普
查，建立台账，挂账整改。同时，实行
土地差别化供应制度，在产业集聚区
探索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机制。

此外，该市还与豫资公司合作，
引进资金近亿元，进行残次林地、园地
提质改造项目和部分乡镇补充耕地
储备项目、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并开
启拆旧复垦工作，用活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政策，唤醒“沉睡土地”。截
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拆旧复垦和区块
调整面积 5323亩，节余用地 210亩，
全面完成历史欠账任务。7

舞钢

耕地红线守得住 建设用地供得足

郏县人民医院打造县、乡紧密型医共体

患者乡级缴费享受县级诊疗

第一期《百姓问政》电视节目录制现场 罗聪 摄

平煤神马集团四矿院内，煤海花开香四溢 陈茁 摄

宝丰县周庄镇刘湾村中，红花玉兰惹人醉 何五昌 摄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内，春风拂枝吐新绿 董玉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