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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王超越

12月 1日，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牛庄小学，教师
们正在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上课。去年年初，该校
安装了现代化教学设备，并开通了专递课堂、名师课
堂和名校课堂。“‘三个课堂’的开通，让我们和县、乡
先进的学校同上一堂课，领略了名师们的风采，共享
了优质教学资源。”校长孙坤旭说。

叶县有在校生 16.31万人，绝大部分中小学校分
布在乡村，学校“小而散”的现象突出。近年来，该县把

“互联网+”作为破解农村教育资源不足、促进教育均
衡、助力教育脱贫的有力抓手，以PPP模式推进教育信
息化“三通两平台”建设，开了全省PPP模式推进基础教

育信息化建设的先河。
目前，叶县一次性建成了1个覆盖全县中小学校

的教育城域网和高性能数据中心、1个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配备云终端 10000台、多媒体教室 1808套、录
播互动系统52套，全县2000多个班级全部接入“均衡
学堂”平台，实现了“校校通网络、班班多媒体、师生有
终端、课课有资源、城乡能互通”的目标。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平
顶山市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
水平，全面推进均衡发展。

2013 年以来，全市各县（市、区）累计投入资金
76亿元，新建学校59所，改扩建学校1977所，新增校
舍面积 221.4 万平方米、体育场馆面积 43.5 万平方
米、实验室和功能室 5612间、图书 820万册、计算机

5.7万台。目前，全市 12个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全部通过省级评估验收，其中10个县（市、区）已
通过国家认定。

教师动起来，教育活水来。去年，宝丰县在平顶
山市率先启动了义务教育学校“县管校聘”教师管理
体制改革，把教师编制管理的权限从学校剥离出来，
由新成立的县教师发展中心对教师余缺进行全县调
剂、动态管理，指导学校按岗聘任。

“县管校聘”改革后，教师由“学校人”变为县教育系
统的“系统人”，为校际交流轮岗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小
学校长平均年龄下降5岁，中小学校长分别全部达到本
科和专科以上学历；打破了职务“终身制”，新任校长和
学校班子成员敢担当、勇创新，遏制了“择校风”“大班
额”等现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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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③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胡昌浩

11月 30日上午8点，67岁的高玉仙老人就来到郏
县白庙乡张村卫生所，在云巡诊车旁排起了长队。

从2018年起，云巡诊车定期开到家门口，为村民
免费体检。云巡诊车上配备有各种化验检验装备和健
康一体机，并实时将结果推送至“互联网+医疗健康”大
数据平台。

这是该县建立的上联省、市，覆盖乡、村的智能分
级诊疗保障平台。全县 14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云巡
诊车，随时随地可进行常规检查，同时实现了省市县乡
村五级医疗机构有效贯通，并且81％的居民完成了家
庭医生签约，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签约率达100%。

近年来，平顶山市创新提出建设紧密型县域医疗
健康共同体的改革思路，从源头加强疾病预防与健康
促进，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模式，在县域内
构建“医防康养”一体化、连续性的医疗健康服务体
系，更好地建立分级诊疗就医秩序，有效缓解了基层
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农村健康保障薄弱等问题，受到

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河南省委深改委的肯定。
患者在基层“留得住”，上级医院转来的病号“接

得住”，实现双向有序转诊，关键要靠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平顶山市通过科室共建，围
绕派驻专家到基层坐诊、网络远程问诊、线上医保结
算等，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把一些常见病、
多发病、慢性病患者吸引到基层诊治，实现小病不出
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疾病预防，源头把控是关键。为此，平顶山市充
分发挥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作用，有效推动分级诊
疗落地。郏县抽调县级医院 91名专家，组建 91支涵
盖县、乡、村的三级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探索实施“家
庭签约+分类管理+团队服务”联动机制，从而干预或
控制疾病转归，提升群众健康管理率。

此外，平顶山市还以信息化为支撑，大力推进家庭
医生智能化签约服务。目前，该市已经建成贯通市、县、
乡、村四级医疗机构的智能分级诊疗平台，向上可连接
全国2700多家医院、24万多名医生，向下覆盖124家乡
镇卫生院、3575家村卫生室，越来越多的鹰城百姓有病
就近就能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③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1月 30日，在平顶山市鹰城大道，各个路段
都呈现火热建设场景。与此同时，平顶山市一大
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在加快推进：沙河复航工
程平顶山段建设已近尾声，未来将融入淮河航运，
实现通江达海；平叶快速通道预计年底通车……

近年来，从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到城市
“断头路”打通，再到乡村公路建设，平顶山市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乡乡有干线、
村村连乡道”，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
线为依托、农村公路为脉络、客货运枢纽为转接，
全覆盖、多辐射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断头路如同城市交通中的“梗阻”，不通则痛，重
则瘫痪。作为矿产资源型城市，平顶山市先有矿后
有城，规划先天不足。如何解决好断头路、卡脖路、
交叉路口不畅等问题，补上城市交通“欠账”？

平顶山市制定实施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
循环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并对市区“六
纵六横”道路进行断面优化和慢车道改造，对道路
交叉口进行优化改造。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和完
工，道路通行能力明显提升，市民群众出行也更加
方便。

近日，鲁山县四棵树乡的石林路成了“网红”
打卡地，被称为“最美乡村公路”。曾经的羊肠小
道，如今成了畅游路、产业路和富民路。

要致富，先修路。在乡村，平顶山市重点实施
农村公路通村入组、万村通客车提质、三级物流网
络体系建设“三大工程”，投资 65亿元，新建改建
农村公路 4094 公里，所有乡镇均通二级以上公
路，所有行政村通村道路路况中等以上，所有 2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打造农村客运线路 365
条，实现通村客运和公交化运营全覆盖；邮政服务
实现乡镇设所，投递到村，让老百姓“出门水泥路、
抬脚公交车、快递送到家”。

“十三五”期间，平顶山市预计完成交通基础
设施固定资产投资 321.24亿元，全市公路总里程
达到14634公里，公路密度达到185.66公里/百平
方公里，分别较“十二五”期间增长 268.84%、
8.6%、7.5%。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480公里，
干线公路通车里程1575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
12579公里。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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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王超越

12月 5日，平顶山市盛世华章小区内，一幢幢整
齐划一的回迁安置楼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
漂亮。一年前，70岁的李超从矿上破旧、拥挤的棚户
区搬到了这里。

近年来，平顶山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
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公租房建设等安居工程建设，让住
房困难群众实现了“住有所居”，全市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
善，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今年5月，平顶山市
棚改工作和鲁山县危房改造工作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

因煤而建的平顶山市，棚户区改造任务较重。该
市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统筹推进的运作机制，由
市政府谋划布局，县（市、区）拆迁、建设，国企和社会
资本承建，切实做好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工作，被纳
入国开行棚户区改造商业化运作试点城市。

跳出“就棚改而棚改”的老路子，平顶山市将棚改
与百城建设提质、重点项目建设、土地收储供应相结

合，分批推进国有工矿企业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通
过全域规划、整体实施、集中安置，一方面在保障住房
质量的同时，着力改善城市环境和完善配套基础设
施，使棚改群众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另一方面把
腾出的土地用于产业园、商业圈、广场、公园等，推动
城市“颜值”提升、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

农村危房改造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头戏。平顶
山市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硬任务”，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广渠道解“资金难题”、
集众智解“拆旧难题”、重民意解“生活难题”。

针对建新不拆旧等突出问题，鲁山县把拆旧作为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突破口，倒逼建新、搬新。通过
资金奖补、示范引领等方式，该县将拆出的宅基地打
造成停车场、游园、花园、果园、菜园等“一场四园”，既
实现了危旧房屋全拆除，又扮靓了村容、留住了乡愁。

住有所居，心有所安。“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实施
棚户区改造、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123个127961
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02个，惠及居民29530户，完成农
村危房改造1.66万户，存量危房实现动态“清零”。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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