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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幸福民生新图景

在全省率先推行了城乡低保并轨、公
办普通高中免学费、劳动力全员免费技能
培训、农村小学生免费营养餐、小学生课后
延时服务等惠民利民政策，各项社会保障
水平位居全省前列，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民生无小事，点滴见初心。近年来，济
源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
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70%左
右，对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
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去解
决，对接群众所需，谋划务实之策，一件一
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群众看到变
化、得到实惠。

端稳“饭碗”，夯实民生之本。济源聚
焦重点群体，大力推动返乡下乡创业，扶持
省市创业孵化基地，积极推进创业服务体
系建设。截至2020年 11月底，济源新增
返乡下乡实名制创业7623人，创业带动吸
纳就业17835人次；城镇新增就业8.91万

人，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4.33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保持在4%以内，促进劳动者更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十三五”期间，济源新
增高技能人才3.15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总
量达到12314人，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素
质稳步提升。

教育始终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近年
来，济源牢牢抓住教育这个头等大事，全面
落实学生资助相关政策，不断优化整体育
人环境，推动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
2018年，济源在全省率先实现十二年公办
学校学生免学费教育。截至目前，济源普
通高中免学费5000多万元，3万余名学生
受益，425名建档立卡大学生领取生活补
助212.5万元。2019年，济源全面提高山
区教师待遇，平原镇、村、教学点教师生活
补助分别有大幅提升，农村小学在校生免
费营养餐计划启动，1.8万名农村小学生喝
上了免费营养奶，开展全区小学生课后延
时服务，以“政府带娃”模式有效化解了家
长“4点半”难题。今年，济源启动农村教师

住房保障工作，计划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农
村中小学教师周转房建设、三年内基本完
成农村中小学教师保障性住房建设。

老有所养，提升城乡养老服务能力。
为实现老有所养，济源实施城市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计划，将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覆盖所有社区，持续推进社区
养老服务站和农村幸福院建设，完善
12349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呼叫平台建设。
目前，济源有各类养老机构17个、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4家、农村幸福院36
家，初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

低保兜底，筑牢民生底线。济源充分
发挥低保兜底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中的兜底保障作用，落实农村低保，做到

“应保尽保”，加强临时救助，做到“应救尽
救”。至 2020年 10月，济源有低保对象
5598 户 10728 人，累计发放低保资金
3571万元。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李茜茜

特刊│13奋斗出彩、梦圆小康的河南实践• 济源篇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十三五”时期，
是济源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放眼愚公故里，一项项惠民
政策精准实施，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在群众心坎
上，一个个贫困村致富奔小康……

昔日穷山沟，如今美如画。仅5年时间，位
于王屋山西麓的邵原镇双房村从原本的省级贫
困村变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度假区，绿水青
山成了村民致富的靠山，好风景成就好“钱景”。

双房村的发展是济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
个缩影。济源发扬咬定目标、苦干实干、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的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抓重点、强弱项、补短
板，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取得了一项又一项胜利。

凝心聚力谋发展。在济源，示范区、镇、村三
级书记均把脱贫攻坚作为政治任务、一号工程，
推动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的新
局面。各级各部门助力精准扶贫，5个街道办事
处与5个山区镇结成帮扶对子。“十三五”时期，67
家帮扶单位向 115个村投入帮扶资金 5008万
元，引入帮扶资金约6107万元。“双联双助双促”
行动实施2年来，共有70家企业与115个村结为
帮扶对子，实施帮扶项目79个，累计投入项目资
金6539万元。

扶贫方式多样化。产业扶贫出新招，设立
“携手奔小康”产业扶贫基金，充分发挥扶贫基
地、龙头企业、合作社、扶贫项目的带动作用，引
导镇、村发展扶贫产业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实现产业就业联动发展。截至目前，济源示范
区“联镇带村”产业扶贫项目累计投资超亿元，
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000 余万元。
消费扶贫辟新路。济源扎实开展消费扶贫行
动，建立扶贫产品信息库，认定扶贫产品80个，
涉及36个企业(合作社)。打造了市级电商扶贫
运营中心，打通了扶贫产品销售渠道。目前，共
培育市场 11个，销售了 649万元的扶贫产品，
有效增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在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济源“一揽
子”保险、“增孝关爱”政策、土房土窑改造、党建
引领村企“双联双助双促”行动、精准扶贫LO-
GO授权使用、市镇两级“携手奔小康”产业扶
贫基金、龙头企业“联镇带村”产业扶贫模式、精
准扶贫企业贷款新模式、档卡资料规范化建设
等多项创新举措在我省推广。

在脱贫攻坚这场大考中，愚公儿女攻坚克
难，砥砺前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18
年，济源实现了 59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脱贫出
列；2019年，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073户
7084人全部脱贫退出；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收入全部在一万元以上，贫困户人均年纯
收入达到16203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济源移“穷山”，搬“富山”，进一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
接，做到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户、不少一人。

国以民为上，民以生

为先。

翻开济源“十三五”民

生清单，数不清的暖心变

化记录着百姓不断提升的

获得感：高中阶段免学费、

农村小学生免费营养餐、

广场公园提质……

回眸这 5 年，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贯

穿于济源发展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瞬间。5年来，

济源聚焦百姓向往，办好

民生实事，回应群众关切，

瞄准民生保障的“空白

点”，筑起一道又一道坚实

而温暖的幸福防线。

寒冬时节，济源的牡丹园内风景别
有韵味，游客穿梭其中，或散步游玩，或
驻足拍照，享受冬日暖阳下的美丽景色。

今年以来，济源古轵公园、蟒河公
园、牡丹园等三大公园全面开放，城区荒
地变游园，绿地面积不断增加，城在林
中、人在景中、路在绿中，让更多市民享
受到了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的惬意生活。

这是济源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
人民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的生动实
践。

近年来，济源以建设国家产城融合
示范区为引领，深入推进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
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一体化，2020 年城镇
化率预计达到 65%，较“十二五”末提高
近7个百分点，位居全省前列。

城市建设不断提质，济阳高速、济源
至洛阳西高速建成通车，南一环、西一
环、愚公路等城市干线道路全面提升改
造，沁北电厂实现向主城区供热；实施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人均绿地面积达到
12平方米；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竣工，成
功实现“引黄入济”，中心城区河湖水系
连通、河道生态治理、堤岸美化亮化工程
全面铺开，基本实现清水长流。农村人

居环境全面改善，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向农村延伸，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农村垃圾分类、污水处
理、户厕改造深入推进，镇区污水处理实
现全覆盖，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 100%，
基本实现镇镇通天然气，在全省率先实
现“全域园林城镇”，建成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3个、国家级生态镇7个。

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的同时，济源不断推进“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得实惠，为
经济添活力。

济源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积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打
通服务企业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完善提升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推动实现
政务服务效能和群众企业满意度“双提
升”。

翻开城市公共服务成绩单，“无差别
全科受理”综合窗口，实现企业和群众办
事从“找部门”向“找政府”转变；“一站
式”政务服务区，集中办理多种业务，避
免以往办事过程中需往返多个办事地点
的不便；部署自助服务终端，实行节假日

“延时”“预约”服务机制……一系列个性
化便民服务措施的推出，有效提升了示
范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济源率先在全省实现城
乡居民医保一体化，农村人和城里人享
受同样的医疗保险待遇，看病报销一个
标准。2018年，济源在全省率先完成城
乡居民医保制度深度整合，实现在各定
点医疗机构“一站式”即时结算。

一桩一件皆民生，一枝一叶总关
情。得益于稳步提升的社会保障标准，
济源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
步提升。在今年发布的《河南社会治理
发展报告（2020）》中，济源城市居民幸福
感得分在 80 分以上，属于高幸福感水
平；城市宜居指数为 80.63分，位列全省
第三。

5年来，济源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
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
生等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
广大人民群众。

这 5年，是砥砺奋进的 5年，又是幸
福感满满的 5年，成绩来之不易，前景催
人奋进。回眸“十三五”，“以人民为中
心”理念贯穿于济源阔步前进的每一个
瞬间。展望“十四五”，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一项长期任务，将书写出更加幸福美
好的时代答卷。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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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济源新增

返乡下乡实名制创业 7623人，创业

带动吸纳就业 17835人次；城镇新

增就业 8.91万人，累计转移农村劳

动力 4.33万人

免费教育

●截至目前，济源普通高中免学费

5000 多万元，3 万余名学生受益，

425名建档立卡大学生领取生活补

助 212.5万元

老有所养

●目前，济源有各类养老机构 17个、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4家、农

村幸福院 3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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