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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接连举办9场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

惠民生 给百姓稳稳的幸福 □本报通讯员 陈磊 牛丹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总给
人一种神秘感，刑事法官在庄严的
法庭正襟危坐，手握法槌，更给人
一种威严的感觉。现实中的刑事
审判是怎么一种情形？刑事法官
又是怎样的一个群体？3月 20 日
下午，许昌市政法委组织的“今天
我当班”集中体验采访活动走进禹
州市人民法院，邀请十几家媒体记
者，一线直击“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刑事法官王旭光，记录一名普通刑
事法官繁忙的日常工作。

王旭光，39岁，禹州市人民法
院刑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曾先后
获“全省法院先进个人”“全省法院
优秀办案法官”等荣誉，2019年年
初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
办案标兵”称号。

“现在开庭！”3月 20日 15:10，
禹州法院第二审判庭，身着法袍的
王旭光敲响法槌，独任审理陈某危
险驾驶罪一案。被告人陈某是一名
不到30岁的女子，下夜班后与两个
朋友吃夜宵，其间陈某喝了 1瓶多
啤酒。当晚，陈某驾驶二轮电动车
与一辆小轿车相撞。经鉴定，陈某
每 100 毫 升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18.042毫克，其驾驶的电动车为机
动车。陈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
议，认罪悔罪。王旭光当庭宣判：被
告人陈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

一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陈某表
示无意见，不上诉。

16:20，王旭光到调解室会见
一名交通肇事案件被害人的母亲。
2018年 6月，田某在一起交通事故
中去世，被告人赔偿7万元。王旭光
阅卷时发现田某赔偿款被两个人分
别领走，直觉告诉他，田某的父母可
能有隔阂，甚至离异。与办案民警的
沟通证实了他的判断。下一步，保险
公司的赔偿款也要面临分割，一旦两
人的份额协商不好，将给索赔带来一
定影响。因此，王旭光将田某母亲约
到法院，建议她尽快就赔偿款分配问
题与其前夫达成协议，不要超过索赔
时效。听了分析和建议，田某母亲表
示会尽快和前夫协商。

提审被告人、准备庭审、开庭
审判、合议案件、起草判决、会见
律师、约见被害人家属……工作
千头万绪，王旭光始终沉着严谨、
有条不紊。

“刑事审判证据标准是排除一
切合理怀疑，裁判思维更加严谨，
作为刑事法官，手里掌握着左右他
人命运的权力，这让我每天都如履
薄冰。”王旭光说，“作为刑事法
官，不仅仅是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
任就行了，更有责任保护被害人的
合法权益，安抚其内心的创伤。”

王旭光每天的日常工作，不仅
有法庭上的威严和庄重，有繁忙和
琐碎，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7

今天我当班
——一名刑事法官的庭审直击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为民”，是最动人的

乐章；“幸福”，是最真切

的感受。

从 3月 19 日至 3 月

底，许昌市接连举办了 9

场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

发布会，公布了一份优异

的 2018 年度民生“综合

成绩单”：

实施老旧小区“四改

一增”工程，119 个破旧

庭院小区美丽“蝶变”，上

万户居民告别环境“脏乱

差”；新建、改建供暖管网

16.5公里，新增集中供暖

面积 160万平方米，约 5

万人受益；建成了 33 个

“智慧阅读空间”、130个

电子图书借阅点，打通全

民 阅 读“ 最 后 一 公

里”……

看得见的民生实事，

可“触摸”的民生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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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

感、获得感、对生态环境

满意度 4 项指数均居全

省第1位。

□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从法律咨询到课业辅导，从电脑维修到
义务理发……在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办
事处大同社区有一家“志愿超市”。“这家超
市可‘不一般’。”3月30日，大同社区党支部
书记宋改清对记者说，这里不卖普通的商
品，而是提供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项目。

年近古稀的赵香妮老人，子女不在身边，
虽身体硬朗，衣食无忧，却常常感到孤独。她
上午给“志愿超市”的网格员“下单”——“想
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下午志愿者田丹丹就

“接单”上门，让老人倍感温暖。
“辖区里老人多、外来务工人员多、农

民工子女多，居民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很
大。”宋改清告诉记者，“志愿超市”正是通

过全面整合辖区内无职党员、社工、社会组
织的力量，向居民提供常态化、精准化的志
愿服务。社区党支部对辖区内的注册志愿
者进行梳理分类后，推出了医疗义诊、爱心
帮扶、邻里互助等 14个志愿服务项目，并
印成便民服务卡发放到居民手中。同时，
他们采用网格走访、社区微信群等方式，收
集社情民意，通过“双向认领”的方式对接
供需，让居民享受“订单式”的志愿服务。

“志愿超市”的公开透明、精准高效，不
仅让志愿服务活动深入人心，也像磁场般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目前，大
同社区注册志愿者达到455人，平均每5人
中就有一名注册志愿者，成为“全国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
志愿者”在这里蔚然成风。7

□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4 月 1 日早上 6 时 30 分，在鄢
陵县城区，一个名叫“回家吃饭”的
饭店热热闹闹地开饭了。在这个
50 多平方米的小店内，店主卢建
民、周会勤夫妇准备好包子、油条、
油饼、八宝粥、小米粥等，让环卫工
人、空巢老人等免费就餐。

卢建民夫妇俩用坚持 4 年的
“爱心早餐”行动，为环卫工人、空巢
老人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也带
动了身边更多的人投身公益活动。

在日前举行的许昌市2018年度
“最美家庭”颁奖晚会上，卢建民、周
会勤家庭等 10户家庭从 2049户候

选家庭中脱颖而出，获评“最美家
庭”。其中，有热爱教育事业，被学生
亲切地称为“张爸爸”和“杜妈妈”的
张玉增、杜勤家庭；有丈夫驰骋蓝天
保家卫国，妻子在后方鼎力支持的王
学峰、王超家庭；有百善孝为先，七年
如一日精心照顾瘫痪养父的徐红旗、
罗卫红家庭……他们通过视频展示、
现场讲述等形式，从不同的侧面，分
享了夫妻和美、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诗书传家等家庭故事。

“文明是社会的底色，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许昌市妇联负责人介绍，
如今，全市有108.6万户居民参与到
家庭文明建设中，呈现出百万家庭携
手共创文明的可喜局面。7

“最美家庭”讲述最美故事“志愿超市”商品“不一般”

许昌市“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行动”进入收官之年

今年将再新增学位4.19万个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许昌加快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推动
基础教育大发展，过去两年增加
中小学、幼儿园学位近 13 万个，
今年将新增学位4.19万个……这
是近日记者从许昌市“基础教育
提升三年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2017年春，许昌市启动以破解
基础教育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质量
不优“三大难”为重点的“基础教育提
升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在3年内投
资百亿元新建（改扩建）200所中小
学、100所幼儿园。许昌市通过实施

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扩容、高中
教育提升、民办教育创新、教育质量
创优等“五大工程”，打出了一套“组
合拳”，发展“公平普惠、优质多样、充
满活力、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截
至2019年2月底，全市安排的315
个基础教育建设项目已竣工242个，
其中，中小学155所、幼儿园87所，
新增学位12.93万个。

据悉，2019 年，许昌市基础
教育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26.3 亿
元，秋季开学前将有许都路小学
等 47 所中小学、幼儿园建成投
用，新增学位4.19万个。7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
烜）3月5日，记者从许昌市发改委
获悉，今年该市围绕新能源及网联
汽车产业等九大重点新兴产业，谋
划了亿元以上项目163个，总投资
达2000亿元，推动产业向“高精新
尖”迈进，旨在为许昌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该市制订新能源及网联汽车
产业、智能电力装备产业、节能环
保装备和服务产业、高纯硅材料
产业、现代生物和生物健康产业
等九大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行动方
案，坚持“一个产业、一套班子、一
个方案、一抓到底”，加快形成一
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许昌发展
增添后劲。

近年来，许昌以新发展理念

为引领，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之路，2018 年，全市工
业竞争力排名全省第三，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达
15.3%，成为全省三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核心集聚区之一。

2019年，许昌市共谋划亿元
以上项目 316 个，其中九大重点
新 兴 产 业 项 目 占 比 首 次 超 过
50%；在该市入选的 55个省重点
建设产业项目中，九大重点新兴
产业项目占比逾60%。

围绕九大重点新兴产业，许昌
市将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力争通过3至5年的努力，打造
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形成加快发
展的新动力、新引擎。7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
烜）4月1日上午，许昌市森源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内，一派忙碌景象：
在装配车间，49岁的胡东明和工
友们走上操作平台，熟练地输入数
据，生产线上的机械臂启动，冲压、
焊接、涂装、总装等生产过程“一丝
不苟”；不远处的仓储区域，一辆辆
下线的新能源物流车、巡逻车、乘
用车整装待发。

“我们目前建成的 3 条总装
线具备年产 10 万辆电动汽车和
20万套核心零部件的能力。”森源
重工总经理陈西山介绍，“森源”
牌新能源汽车已连续 3 年摘得

“国家电动车辆技术卓越奖”，今
年1月，年产5万辆纯电动乘用车
建设项目获省发改委批复，更是
让产业园发展动力十足。

近日，许昌市发布新能源及
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
确提出“落实政府机关、公共机

构、国有企业率先使用新能源汽
车”“新增及更新的公交车辆、环
卫车辆全部纯电动化”，为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利好”。

如今，许昌市依托中原电气谷
核心区、长葛市产业集聚区，初步
形成以新能源及网联汽车产业集
群为龙头，以新能源及网联汽车研
发检测中心和服务保障网络中心
为两翼，包括整车生产基地、动力
电池生产基地、充换电设备生产基
地在内的“一集群、两中心、三基
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其
中，森源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总投资
达100亿元，分三期建设，到2020
年将形成年产20万辆电动汽车及
50万套核心零部件的能力，年销
售收入300亿元、利税60亿元，并
拉动工业机器人、电气制造、汽车
零部件等上下游产业形成千亿级
的产业集群，致力打造全省最大的
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基地。7

地方传真

谋划亿元以上“高精新尖”项目163个，总投资2000亿元

许昌发力九大重点新兴产业

致力打造全省最大的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基地

许昌新能源汽车“动力”足

许昌市近日出台校车管理办法，建立全
市统一的校车数字化管理平台和运行监管网
络，规范校车服务与安全管理，解决接送难问
题。图为许昌实验小学添置了新校车，同学
们争相体验安全舒适的新校车。 牛原 摄

新校车真得劲

许昌市近日春光明媚，众多市民走出户外，以不同的方式运动健身。图为许
昌市老干部大学舞蹈队队员在春秋广场练习舞蹈《美丽许昌舞起来》

增投入
民生答卷温暖人心

3月28日7时40分，家住许昌市东城区
许继·天宝花园的小学生薛寓心走出家门，仅
用了5分钟，就来到许昌市南海街小学。“以
前家门口没有学校，妈妈每天早上把我送到
老城区上学，光路上就要花半个小时。现
在，我步行上学，几分钟就能到校。”她说。

教学楼崭新漂亮、体育馆气势恢弘、
总投资6000多万元……“高颜值”的南海
街小学于 2018年秋季招生，拥有 1600多
个学位，解决了周边 10多个居民小区适
龄儿童的就学难问题。

教育是民生之基。许昌市启动了以
破解教育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优

“三大难”为重点的基础教育提升攻坚行
动，计划在 3年内投资 100亿元，新建（改
扩建）200所中小学、100所幼儿园，推动
实现共享优质教育。

基础教育提升攻坚，位列2018年度许
昌市重点民生实事之首。3月19日，在许昌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民生实事落实情
况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市教育局副局长赵建
鹏表示，2018年，许昌市新建、改扩建60所
中小学、30所幼儿园，新增学位6.83万个，
有效缓解了“大班”“入学难”等问题。

针对医疗、养老等社会焦点，许昌市
坚持高起点谋划，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打
造高品质公共服务——

投入上亿元新建和改建 19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全省率先建成“15分钟健
康服务圈”；中心城区建起 152个托老站、
9个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一碗汤距离”的
社区养老模式……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许昌市的
财政并不“阔绰”，可办理民生实事舍得投
入，近5年来累计投入民生领域资金逾800
亿元，民生财政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
持在70%以上。其中，2018年全市涉及民
生的财政支出达227.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补短板
改革破解民生难题

衡量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不仅要看
地标建筑撑起的“天际线”，更要看万家忧
乐拼成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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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说，民生连着
民心，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准
确把握多元化、多层次的民生需求，把实

事办到百姓的心坎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记者从许昌市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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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规范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件件
体现了群众的实际需求。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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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将 96个健身场所、
100个小游园、100个社区便民店融入了小
区、融入了庭院；通过制度创新，许昌市实现
城区水系的全天候、全领域监管，呵护一城碧
水长流；通过管理创新，69个城市主要路口

“电子警察”全面升级，破解交通“堵局”……
形式虽然多样，核心始终如一：许昌市

委、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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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民心
让人人都有获得感

围绕城市交通建设、城市社区改造等
需要巨资投入的民生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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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楼院环境整治等“小
事”，也立下“责任状”、订下“目标书”，从
点滴细节抓好落实。

许昌市市长史根治说：“各级党委、政府
只有关注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

情’，人民群众才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大温
暖’、体会到生活的‘大幸福’。”

让惠民的涓涓细流滋润民心，许昌市
致力建设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把沉甸甸的

“民生大单”变成了暖人心的“民生大餐”。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许昌市

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上，2019 年全
市重点民生实事新鲜出炉——

改善大班额，缓解入学难。今年完成
投资26.32亿元，确保秋季开学时，许都路
小学等 47所中小学、幼儿园建成投用，新
增学位4.19万个。

改造老小区，提升宜居度。在中心城
区，继续实施“四改一增”工程，改造提升64
个老庭院、12个老厂院、9个老市场、30条老
街道，开工建设公共停车场3个，增加停车
位955个。完成经济技术开发区老旧小区
电梯化改造试点建设工作。

救治网扩容，母婴保健康。依托许昌
市急危重症三级救治网络，将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两类人群纳入救治范围，建立覆
盖全市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救治
和远程会诊网络。

方便无小事，解决如厕难。新建、改
建旅游公厕31座，全市 3A级以上旅游景
区和主要乡村旅游点旅游厕所基本实现
全覆盖。实施农村户厕无害化卫生改造，
改造农村户厕10万户。

…………
为政之道，民生为本。一件件民生实

事，不断满足许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美
好画卷呈现在许昌大地。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