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漯河市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始终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满腔热情地为广大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

福祉，努力推动城乡居民

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并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确保

全市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稳居全省第一

方阵，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跃上新台阶。

中原出彩新画卷·漯河篇 特刊│13

2019年9月27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高超 美编 周鸿斌

□本报记者 郭海方

几乎每天清晨 5点，网名“踏浪”的
漯河市民姜科峰都要和他的跑友们不约
而同沿沙澧河堤奔跑，周末还时不时来
个“半马”比赛。“我到全国 30多个城市
参加过‘全马’或‘半马’，就属咱们这沙
澧河堤环境最好、最适合锻炼身体！”体
重曾一度达到 180多斤，如今通过跑步

“变身”130斤的“帅小伙”姜科峰感叹道。
拥有首期全长 36 公里的沙澧河公

共游园和体育公园，仅仅是“姜科峰们”
幸福感的源泉之一。今年 7月社会治理
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河南社会
治理发展报告（2019）》，则为“幸福漯河”
提供了总体画像：漯河市城市居民幸福
感得分，全省第一；城市居民获得感指
数，全省第二；城市总体宜居度得分，全
省第四……

生态宜居提升生活品质

“一城秀色半城水”，漫步沙澧两
岸，处处美不胜收。依托沙澧河在市区
交汇、穿城而过的天然优势，漯河市实施
了建省辖市以来最大的生态工程、民生
工程——沙澧河开发建设，在沙澧河两
岸建成了首期全长 36 公里、占地面积
437公顷的开放式带状公共游园，营造了
10000亩的“城市绿肺”“天然氧吧”，成
了市民的天然健身场地，每天有近 10万
人在此健身休闲。沙澧河风景区也成为
我省为数不多的免费的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国家体育公园。

绿水绕城郭，家园景色新。在沙澧
河一期开发建设的基础上，2017年 8月，
漯河市又启动了岸线全长 28公里的沙
澧河二期开发建设工程，城市景观线进
一步拉长。目前，北岸工程已基本完工，
高铁以东 10公里水系已建成通水，小南
湖湿地公园开放运营，“一城绿树染沙
澧，半城秀水汇双河，林隐村庄缠玉带，
绿色长龙卧青波”，一座崭新的中原生态
水城正加速展现在世人面前。

美，不止沙澧河。按照以人为本、为
民创建的原则，近年来，漯河市统筹推
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
两项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空前加大，
城乡环境极大改观，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百姓生活品质显著提升。“生态宜居”成
为漯河这座秀美城市最亮丽的符号。

文化惠民点亮幸福生活

近一时期，漯河市人民会堂好戏不
断：9月16日至17日，河南省豫剧院青年
团上演豫剧《红梅记》《三拂袖》；9月20日
至 24日，漯河市豫剧团上演《巾帼雄风》
《三哭殿》等5出大戏。这其中，5元一张
的惠民票价更是乐坏了戏迷。自“中原文
化大舞台”活动在漯河开展以来，差不多
每年都有四五十场由省市院团担纲的优
秀演出剧目，几乎场场爆满。

漯河是豫剧沙河调的发源地。爱看
戏、爱唱戏、爱唱歌、爱跳舞，是这个城市
特有的文化基因。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漯河市强力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采取财政出资购买服务等方式，
让优秀文艺节目走近普通百姓，市民的
文化生活因而丰富多彩，“中原文化大舞
台”“幸福漯河梨园情”“幸福漯河健康
舞”等文化品牌享誉一方。

“用阅读滋养心灵，让阅读陪伴人
生”。近年来，漯河市还把全民阅读纳入
到文明创建活动中，连年开展经典诵读、
诗歌朗诵、读书讲座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被授予全国首家“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
动示范城市”。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20年来，漯河
市累计评选“十佳市民”近3000名；特别
是去年8月份以来，连续13个月有 14个

“中国好人”典型上榜，形成了一道从“漯
河好人”到“漯河人好”的亮丽风景，“好
人之城”成为漯河新名片。

民生实事彰显城市温度

民生问题大于天，一枝一叶总关情。
如何让民生的温暖覆盖城乡的每个角落，
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漯河市以滚动实施民生实事为重要
着力点，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落准、落
细、落小、落实，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实。

每个周末，漯河市民王辉总爱开着
自己的小轿车，带上全家到沙澧河公园
游玩。到了河边，他会习惯把小轿车停
在划线的免费停车位里；一旦车位满了，
他也会到附近的单位停车。因为，根据
漯河市的“畅通漯河治堵行动”方案，各
级行政事业单位节假日和双休日须全部
对外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和卫生间；同
时，今年市区将新增机动车停车位 5000

个以上。
实施“畅通漯河治堵行动”，只是漯河

市今年向市民承诺要办的市定10件民生
实事之一。近年来，漯河市委、市政府深
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省、
市民生实事定为“一把手工程”，每年都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筛选论证、精心实施一
大批民生实事，确保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继2017年承办省定民生实事10件、24项
具体任务，确定市定民生实事10件、29项
具体工作和2018年承办省定民生实事8
件、18项具体任务，确定市定民生实事10
件、29项具体工作，并全部按计划完成或
超额完成后，今年，漯河市再度承办省定
民生实事10件、16项具体任务，确定市定
民生实事10件、38项具体工作。

民生实事，必须快办、办实。至 8月
底，省定民生实事10件、16项具体任务中，
提高 80岁以上老人医保报销比例、实施
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制度、新生儿“两
病”筛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新建和改扩
建农村公路、万村通客车提质、农村电网
改造等 7 项任务已完成，占总任务的
44%，其他任务也都在快速推进；市定民
生实事10件、38项具体工作中，提高城乡
低保保障标准、农村危房改造、学生卡半
价乘公交车、农村电网改造等5项工作已
完成；新建改扩建幼儿园、新建改造街头
游园绿地等12项工作推进较快；其他21
项工作正常推进。

民生支出，必须优先保障。为使各
项民生工程更好更快实施，漯河市大力
压缩一般性支出，足额安排配套民生项
目资金，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有限的
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今年 1-8月，全
市民生支出109.8亿元，同比增长11.8%，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3.5%。

民生实事，重在便民惠民。对王辉而
言，作为城市主人最直接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还有：5月1日起，凭着漯河籍居民身份
证、户口本或相关有效证件，可以免费参观
许慎文化园了；孩子今年秋季入学后，已经
可以凭学生卡半价乘公交车了……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我
们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着
力调好各项惠民底色，打造更富魅力、更
有温度的宜居城市，让城市发展的‘大图
景’与千家万户的‘小确幸’交相辉映，确
保漯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
居全省第一方阵。”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
说。9

民生保障改善 呵护幸福漯河

（本版图片由漯河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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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有温度 生活有质感
——“幸福漯河”的民生读本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赵明奇

“土地流转了，不仅有土地流转费，来年还能给
大棚租赁费。”这让舞阳县马村乡马南村的王瑞玲想
都不敢想。

王瑞玲一家因病致贫，原本靠着几亩薄田维持
生活。去年，她家的几亩地按照每亩 800元的价格
流转给了村集体，村集体又委托乡政府在产业园区
利用县里确定的每户 6000元的产业扶贫基金，5户
共3万元合建一座标准化大棚出租给了合作社，6年
内每户每年可获得大棚租金收益 1000元，6年后大
棚则按约定由合作社按原价 3万元回购，用于返还
财政每户 6000元的扶贫基金。这种“双收益”的模
式让王瑞玲倍感欣慰。如今，马村乡已整合产业带
贫资金 67.2万元投入到产业园区，覆盖包括王瑞玲
这样的贫困户112户。

不仅如此，王瑞玲还到合作社上班，每天都有
50到 70元的收入。这种“劳务收益”更让王瑞玲一
家有了致富的信心。

王瑞玲所在的舞阳县新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师新周同样也是这种新的资产扶贫政策的受
益者。“乡村两级帮助我们整合流转土地，并利用政
策扶持资金帮助建好大棚，我们不需要增加前期投
入，便于集中精力把‘订单蔬菜’种好，让更多群众受
益。”师新周说。

产业基金扶贫仅仅是舞阳县探索建立的资产收
益扶贫模式之一。舞阳县扶贫办主任贾相峰介绍，
该县还利用村集体经济扶持和第一书记项目资金、
金融扶贫资金、光伏扶贫收益资金等，探索建立不同
形式的扶贫路径，努力让贫困群众获得最大限度的
资产收益和产业收入。

从舞阳放眼漯河，不断创新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等带贫模式，正成为该市进一步增强脱贫动力、推动
实现高质量脱贫的重要抓手。漯河市扶贫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2018年年底，全市已累计脱贫2.5万
户7.8万人，退出贫困村161个。9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张艳 纪雨辰

9月 21日，吃过早饭忙完手头的活儿，漯河市郾
城区李集镇陈刘马村的田大姐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串
门了。“‘两癌’免费筛查，让我捡回了一条命！”田大
姐感叹道。去年 3月，在村妇联通知参加的“两癌”
（乳腺癌和宫颈癌）免费筛查中，原本毫无症状的田
大姐被确诊患有浸润性乳腺癌。由于发现得早，她
及时入院治疗，现在已基本康复。

在我国，“两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两大杀手，但
在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为做到“两癌”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近年来，漯河市积极组织开
展对全市农村适龄妇女、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的适龄
妇女免费进行“两癌”筛查。各级妇联线上线下齐头
并进抓宣传、抓组织，千方百计提高群众知晓率、参
与率。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技术专家组，强化质
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并定期组织医疗卫生和妇幼保
健专家，深入基层举办免费筛查知识讲座。为方便
农村妇女接受检查，各级妇联积极协调医院直接送
医下乡或就近组织妇女集体前往医院。“仅今年春节
后，我们趁着大家都在家过年的时机，就组织全镇近
三千名妇女参加了‘两癌’筛查，目前还一直在进
行。”李集镇妇联主席张晓萍说。

在办好“两癌”筛查民生实事的过程中，漯河市
妇联还积极争取全国妇联和省妇联的资源，对患癌
妇女实行每人 1万元的救助，目前已累计争取上级
资金387万元，救助了387名贫困患癌妇女。

如今，田大姐不仅基本康复，还成了一名主动参
与“两癌”筛查宣传的巾帼志愿者。经历了人生的跌
宕起伏，田大姐总对姐妹们说：“国家有这么好的政
策，姐妹们一定要参加筛查，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统计显示，至9月中旬，漯河市已完成宫颈癌免
费筛查 56089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86.29%；完成乳
腺癌免费筛查56411人，完成年度任务的86.79%。

与此同时，漯河市继续免费开展了预防出生缺
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简称“两筛”）。至 9
月中旬，免费产前超声筛查率 62%，超省定目标 12
个百分点；免费新生儿“两病”筛查率99%，超省定目
标9个百分点；免费新生儿听力筛查率95%，超省定
目标5个百分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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