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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出彩新画卷·鹤壁篇

用心用情书写民生答卷

如果把鹤壁 62年的发展史

浓缩成一首壮丽诗篇，民生必然

是意蕴丰富的“题眼”；如果将62

年风雨历程谱作一曲时代华章，

民生必然是最撼人心魄的“强

音”；如果为富美鹤城绘就一幅

壮丽画卷，民生必然是生动传神

的“点睛之笔”。

当前，民生指向的不仅是

“吃饱穿暖”“吃好穿好”的物质

生活，更要满足群众深层次需

求——更有尊严的生活、更加

丰富的权利、更为出彩的人生。

从养老到医疗，从教育到就业，

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与改善，如

今的鹤壁，各项民生事业蓬勃发

展，惠民工程扎实推进，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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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兜底，群众幸福有底 夯实民生之本，筑牢民生之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
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从民
生保障的托底到简政放权
的便利，从创新创业的激
励到法律法规的完善，
如今，鹤城人民都有相
似的感受——人生出
彩的舞台更加宽广、
奋斗成功的渠道更加
通畅。

“真没想到，我会是
咱们鹤壁第 10万个市场
主体，太幸运了！”8月 21日
上午，在鹤壁市行政服务中
心，河南卓隆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发德激动地说。

近年来，鹤壁市持续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与“多证合一”改革，同时，依托“河南省企
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实现各类市场主
体全程电子化登记。此外，该市积极压缩企
业开办时间，将登记注册办理时限压缩至
3.5个工作日，并专门设立“退役军人、下岗
职工、大学生创业”等绿色通道，多措并举降
低企业开办制度性成本，提高行政审批效
率，持续提升企业注册便利化水平，市场主
体数量稳步增长。

为了进一步强化失业保险“保生活、
防失业、促就业”三位一体功能，鹤壁市按
照国家、我省相关部署，积极落实失业保
险各项政策——对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
险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按其上年度
缴费总额的 50%给予稳岗补贴；对取得初
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企业失业保险参保职工分别给予
1000元、1500元、2000元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继续降低失业保险征缴总费率，减轻企
业负担。近年来，该市累计为 180 家企业
发放稳岗补贴 5837 万元，惠及职工 40461
人，并为 1266名参保职工发放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 177万元。

为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鹤壁市
持续提升创业培训服务，深入实施人才强市
战略，谋划推出“兴鹤聚才”计划，同时，不断
优化“双创”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
业。

自2004年我省全面启动创业培训项目
以来，鹤壁市高度重视创业培训工作，不断
强化创业培训师资队伍，严格把控创业培训

质量。截至目前，该市累计开展
创业培训 4.5 万人次，带动
逾 5万人就业，培育了一
大批创新创业人才，营
造了浓厚的“双创”氛
围。

作 为 创 新 创 业
的主战场，鹤壁市人
社局已连续举办 5届
创新创业大赛，持续
发现、培育、宣传和推

荐创业典型，并将大赛
选出的创业之星推向全

国，擦亮了鹤壁市的创业品
牌。

此外，鹤壁市还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
款“输血式”扶持就业功能和倍增效应，持续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力度，扩大贷款
对象范围，降低贷款申请条件，提高贷款发
放额度。该市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
10万元提高至 15万元，合伙经营或创业团
队的贷款额度由 50万元提高至 150万元，
小微企业贷款额度由 200 万元提高至 300
万元，贷款贴息次数由 2次提高至 3次。今
年 1月至 8月，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872万元，有效破解创业者和小微企业贷
款难、贷款贵问题，促进了全市“双创”工作。

据统计，鹤壁市企业目前共有在职职工
16.5 万人，灵活就业人员 6.6 万人，失业率
1.58%，控制在省人社厅要求的 4%比例以
内。今年以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2.74 万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709人，城镇
失业人员再就业 7625人，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3243人，主要就业指标完成率超过80%，
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新发展理念
指引下，鹤壁的民生工程与百姓幸福感相
得益彰，民生成绩单正不断增添耀眼的亮
色。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心做好各项民生
工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继续压减政
府一般性支出，以更多财力保障民生支出，全
力推进重点民生实事，切实保障改善民生，不
断增进人民福祉。”鹤壁市市长郭浩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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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
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保持社会和谐
稳定的重要保证。

在发展中补齐民
生短板，在发展中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近年
来，鹤壁市瞄准民生领域
的热点、难点、痛点，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全
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取得良好成效。

学有所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

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
础。为了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
学，鹤壁市始终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快
建立健全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机制和制
度，努力保障人民享有教育的权利。

自 2011年起，鹤壁市先后启动三期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取得长足
发展。目前，该市共有幼儿园 423所，在园
学生 71076 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72.58%，比全省高 15.21个百分点，提前完
成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 2020 年达到
70%的目标任务，“入园难”得以缓解。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有学上”的基础
上“上好学”，鹤壁市积极构建了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特殊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社区教
育等各类教育相互协调、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教育体系。截至2018年年底，鹤壁市共有各
级各类学校（机构）845所，教育人口39.44万
人，其中在校生36.87万人，教职工2.57万人，
教育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23.90%，努力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住有所居——
以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为

根本出发点，按照广覆盖、多途径、保基本
的原则，鹤壁市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
程，把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棚户
区改造放在突出位置，稳步发展经济适用住
房，努力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职

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困难问
题，建立完善符合该市实际
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获
悉，截至目前，鹤壁市
已争取各类资金 39.2
亿 元 、政 策 性 贷 款
48.4 亿元，申报保障
性 安 居 工 程 项 目
11.9 万套，累计分配
安置 7.8 万套。住房

保障范围由人均居住
面积 12 平方米以下的城

镇低收入群体，扩大到人均
居住面积 20平方米以下的城镇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为逾
12万名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新就
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农业转移人口缓
解了住房困难，3.3 万名棚户区居民“出棚
进楼”。保障房“兜底”作用越发显著，住
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住房保障能力持续
增强，全市逾 15 万名住房困难居民圆了

“安居梦”，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病有所医——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

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完善国民健
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的部署，这是我们党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同实现国家
昌盛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紧密联系在一
起，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点任务。

2003年，浚县作为全省25个试点县之
一，率先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6
年，试点范围扩大至淇县；2007年，新农合制
度建设由试点进入全面推进阶段，鹤壁市所
有县区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2008年，鹤壁
市作为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扩大试点城
市，于当年7月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工作；2017年，按照全省统一
部署，鹤壁市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了
原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人员覆盖范围、
筹资政策、待遇保障、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
金管理上的“六统一”。目前，该市医保人数超
过148万，医保惠民持续升级，让人民群众得
到了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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