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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金秋时节天高云阔，崤函大地风景

如画。刚刚开馆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

馆、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吸引着全

国各地游客，骑行少年在黄河生态廊道

挥洒青春汗水，休闲老者在涧河公园畅

享暮年欢乐，一座安宁幸福的小城画卷

让人感动。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近年来，三门峡市始终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

出“民生福市”，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小萍 柴锦玉 葛洋

问需于民而行

亮城惠民办实事

三门峡六峰路与和平路交叉口人
行过街天桥成为崭新的“城市名片”，
新修建 5G 智慧公交候车亭为市民出
行提供方便，整治一新的上阳路农贸
市场成了摄影基地……一座城市的幸
福感，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坚持问计于
民，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着力解决好“一老一小一青壮”“一网
一城一提升”等问题，把公共资源配置
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确保民生投
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目前，三门峡市
用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占财政收入 72%
以上，成为名副其实“民生财政”。

大力发展教育康养，让城市品质
提起来。围绕“老”，着力发展康养产
业，已建成6平方公里的高阳山温泉基
地，每年有近30万人来此疗养度假；与
中国电建集团合作的黄河医养项目已
开工建设，将成为黄河金三角地区最
大的老年康复基地。围绕“小”，着力
办好基础教育，实施名师、名校工程，
改善办学条件，新增学前教育和普惠
性学位 1.8万个，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全部消除。围绕“青壮”，投资 36亿元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未来将形成 10万
人规模的职业教育园区，目前已入住5
万人。一本四专的高等教育格局已初
步形成，适龄人口就业率96.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路网水网
动起来。围绕“网”，投资 120 多亿元
的 310 国道南移项目全线贯通，大型

货车穿越五大城区的问
题得到解决，渑垣高
速正式通车，搭建
起 连 接 豫 晋 两
省 的“ 黄 金 通
道 ”。 崤 函 大
道 、209 国 道
改线、陇海铁
路取直等项目
正 在 实 施 ，城
市空间拓展近
60 平 方 公 里 。
围绕“城镇”，加强
以人为中心的城镇
化建设，10 余平方公里
的商务中心区已基本建成，近 10
平方公里的旧城将在 3 年内完成改
造升级。加力建设“三河为源、四水
同治、五库联调、六区受益”的现代
水网体系，构建了生态优先、组团发
展、城乡融合、水韵彰显的“三生”空
间。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让百姓“饭
碗”稳起来。三门峡市聚焦重点就业
群体，密集开展各类招聘活动，全力促
进灵活就业，优化服务管理体系……
打出一套套就业“组合拳”，就业政策
全面落实，就业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就
业环境更加和谐稳定。统计数据显
示：5 年来，三门峡市城镇新增就业
24.1 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人数 8.54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3.13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4%以内；三门峡市累

计 转 移 农 村 劳 动 力
37.41万人，农民工返
乡 创 业 总 量 达 到
2.95 万人，带动就
业人数突破6.84万
人；三门峡市累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6.95 亿 元 ，扶 持
24243人次创业，带

动就业67132人次。
聚 焦 生 活 品 质 提

升，让群众生活美起来。
围绕“提升”，三门峡以新建、

改扩建、购买、租赁、调剂置换、项目
配套等方式，落实标准配建社区用
房，目前，三门峡市有 78 个社区达到

“一有七中心”标准。农贸市场关乎
柴米油盐的民生，三门峡市出台农贸
市场星级文明规范标准，坚持每周对
农贸市场进行常态化督查，特别是农
贸市场领域的病媒生物防制提升活
动推进情况，为市民健康提供坚强后
盾。加强园林绿地管理，提升城市绿
化景观，先后完成了人民公园、虢国
公园、三门峡市青龙涧河清水工程涧
南公园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形成了一
批集休闲、娱乐、健身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公园。一幅幅精美城市发
展画卷徐徐展开，“黄河明珠”“天鹅
之城”城市名片愈加闪亮。

随处可见的党史学习教育公益广告、为群众服务的
红马甲志愿者、文明礼貌的市民……在三门峡的大街小
巷，党史学习教育氛围浓烈厚重。

三门峡市建立“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制度
机制，常态化征集管用的“土办法”、创新的“金点子”、接地
气的“新举措”，把蕴藏在基层群众中的创新源泉挖掘出来、
创新活力激发出来、创新能力利用起来。在“线上三门峡”
APP发布实践活动调查问卷，广泛倾听民声民意，建立工
作台账，对民生实事项目进行动态管理、跟踪落实。

为进一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
实，三门峡市出台《进一步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
项目工作方案》，决定实施十大类 37个重点项目。三门
峡市还将市直单位375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18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进行梳理汇总，形
成“惠民举措进万家”“乡村振兴赋新能”“破解难题惠民
生”等六大类实践活动。三门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每人确定两个基层联系点，带头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为改善群众反映的交通资源
紧张状况，市相关部门在市区上官路、康园街设置接送学
生车辆临时停车泊位，在市区黄河路、崤山路、建设路等
20余条主要道路设置60个如厕临时停车泊位。同时，打
通了五原路、北环路等20余条断头路，实施市区主干道5
个路口的道路渠化和交通信号设施改造工作，对市区文
化路、永安街、楹联小巷、计生指导站巷等实施机动车单
向通行交通管理措施，有效缓解了通行紧张状况。

此外，三门峡市还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维修养护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461处；针对青少年视力下降问题，实施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程，免费为2592名学龄前儿童筛查视力；针对看
病贵等问题，制定《提升医疗服务十大举措》，推动合理
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收费。通过一系列有力
有效的举措，真正把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021年夏秋季节雨水
多，城市出现内涝风险大，三门峡相关部门对市政设施
老化、个别区域环境较差等问题，先后开展专项整治、文
明志愿者服务活动 6400余场次，排查整治存在安全隐
患的窨井盖1000余个，清理淤泥、垃圾等6.53万余立方
米，受益群众83.2万余人。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三门峡仅用 10天就控制住新增病例，37天实现确
诊、疑似病例“双清零”。2021年 7月下旬以来，新冠肺
炎疫情卷土重来，三门峡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员疫
苗接种、全域消杀、全方面社会宣传”，彻底筑牢抗疫防
线，以三门峡速度谱写了一曲“抗疫”壮歌。截至目前，
三门峡市未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三门峡市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入手，让一条条民生新政实施见效，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
地生根，一张张亮丽的民生发展成绩单，一份份群众满意
的合格答卷，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社会的温度，市民的热度。在市区很多路
口，随处可见志愿者身着红马甲，手持小红旗，劝
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如今，市民自觉参加文明
服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
恒心。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坚持问效于民，通过
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城市发展。

完善定型成功经验。三门峡市将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新型智慧城市、产教融合城市、

“无废城市”、氧吧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中国摄影文化城创建统筹推进、一体谋划，
坚持“为民、靠民、惠民”新发展理念，城市建设
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城市面貌明显变化，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凡人善
举，数不胜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孙梅丽、
坚守雷神山医院 74 个昼夜的曹建民、“焦裕
禄”式好干部——卢氏县中医院曹禄生、全省
检察干警学习的榜样——卢氏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马玲玲等一批先进典型构筑起了三门
峡的道德高地，引领着越来越多三门峡人向
上、向善、向美。

探索推进法治模式。乱扔垃圾、高空抛物、
噪声扰民、不规范养犬……提起这些问题，广大
市民深恶痛绝。市人大立法通过《三门峡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针对一些常见不文明行为处罚
难的现状作出了重大突破，着力解决市民反映强
烈、影响城市形象的突出问题，引导公民养成文
明生活、文明出行、文明养犬、文明旅游等良好生
活习惯。

创新开展视察督办。“政府把这路修通以
后，四五分钟就到学校，接送学生比之前方便
多了。”家住在市区五原路的杨随法为以前的

“烦心事”变成“顺心事”而赞叹。从 2017 年
开始，三门峡市政协将助力破解群众反映强
烈的“上学难、买菜难、行路难、停车难、如厕
难、办事难、倒垃圾难”（简称“七大难”）问题
作为为民履职重点，先后组织 240 余名政协
委员深入大街小巷、路口学校，看现状、找症
结、听民意、献良策，累计提出 300 余条改进
建议，并对整改效果进行跟踪。各职能部门
上下联动、合力攻坚。困扰群众多年的“七大
难”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有些甚至还走在了
全国的前列。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崤函
蝶变展新颜，美好生活扑面来。三门峡始终
坚持“为民、靠民、惠民”的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未来也将继续以昂扬的姿态，奋
力绘制更为美丽的城市画卷，为三门峡推进
高质量发展和建强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强
大支撑。

问计于民而动 持续发展添活力

问效于民而为

长效机制润民心

体育公园比比皆是，方便群众健身强体 过街天桥、爬坡路段，安装了电梯，方便群众出行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让居民提高了生活质量 城市周边建起一座座公园，使群众就近就有休闲地儿

提升黄河公园提升黄河岸边的环境提升黄河公园提升黄河岸边的环境，，使群众更加有获得感使群众更加有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

小区建起了幼儿园小区建起了幼儿园，，
解决入托难问题解决入托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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