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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穆文涛
赵东东王晓宁）7月5日，走进郑州市上街

区汝南路立交桥四角的公园，草坪绿意盎

然，树木郁郁葱葱。曾经的小土坡，已经

变为美丽的游园。该游园正是上街区围

绕郑州“西美”的功能定位，加快推进生

态环境建设的生动实践之一。今年以

来，该区出台《上街区美丽生态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园林城

市创建、加大水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解决

环境空气质量突出问题，努力建设地绿

水清天蓝、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美丽上

街。

按照规划，上街区到2022年将实现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0.88%，城市

道路绿地达标率保持在85%以上，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河湖

水质优良比例持续提升，水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显著提高，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大幅减少，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的目

标。

实施绿满上街工程，建设生态园林城

市。上街区计划打造五云山生态绿心，以

汜水河生态绿带为基底，串联开阳湖、中

央公园等生态核，衔接峨眉路、金华路等

六条生态绿廊，着力构建“一心一带三核

六廊”生态体系。投资约5亿元，高标准建

设总面积约1万亩的上街郊野公园，其中，

一期启动区（太溪湖公园）6月底建成对外

开放，下半年启动开阳湖公园和总长22

公里的山水绿道建设。

统筹推进“四水同治”，构建全域生态

水系。上街区将开展河湖整治，加强“两

河六湖”沿线生态修复及周边环境的综合

治理，深入实施“碧水”工程，加大水环境

治理力度，实现河湖环境整洁优美、水清

岸绿，污水不入河、垃圾不下水、岸线不破

坏的河湖管理目标。

开展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打赢蓝天保

卫战。上街区将把调结构作为治本之策，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切实守护绿水青山；深入调整能源结构，

稳步推进多种清洁能源替代利用，努力提

升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郑亚
王会锋）“我们小区里一栋楼的墙上往下

掉水泥块，害怕砸住人，恁快来看看吧。”

7月2日，漯河市源汇区马路街街道“民呼

我应96771”电话接线员接到居民拨打的

电话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小区实地

进行核实，并积极上报，仅用了一周时

间，就完成了墙体加固，消除了安全隐

患。

今年以来，源汇区围绕“党建+服务”

工作思路，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着力打造服务型

党组织为目标，创新实施了以“民呼我应

96771”和“民呼我应党群说事会”为主要

内容的“民呼我应红服务”模式，努力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按

照“党建引领、基层主导、分类施策、多元

参与”的原则，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党建服务理念，在全区实行“民呼我应红

服务”，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推进领

导干部、政务服务、党群和社会力量下沉

基层，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联系服务群

众的工作平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

米”，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在城市社区，创新实施以“九必访、

六必报、七必到、七色光、一热线”为主要

内容的“民呼我应96771”，推行“群众下

单、小区报单、社区派单、志愿者接单”的

“四单制”工作模式，实现从“被动等待上

门”到“主动服务入户”的转变。

在乡镇农村，试点开展了“民呼我应

党群说事会”，构建“一联四包”网格体

系，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进民事民商

民调，通过党员问事、党群议事、民主定

事、分类办事、群众评事五步工作法，解

决邻里纠纷和实际困难，真正把群众“想

说的”和党“想做的”结合起来，不断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

今年4月份，“民呼我应96771”在源

汇区街道社区推广。截至目前，全区共

建立志愿服务队300余支，采集独居孤寡

老人、伤残失独家庭等九类重点人员信

息1万余条，电话受理居民反映问题566

个，办理实事160余件。

7月7日上午8点，郑州市河南省实

验中学门口，郑州公交二公司四车队的志

愿者们穿上旗袍（寓意旗开得胜）为考生

加油打气。 本报记者田明摄

“叔叔，俺身份证找不到了，快考试

了可咋整啊！”

“别急，别急，我马上去派出所给你

补办证明，你放宽心，别让情绪影响高

考！”

7月 7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早上7

点10分，泌阳县双庙街乡闫洼村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小李在第一场考试前，

发现身份证丢失，慌忙向郑州大学驻

村第一书记潘华求助。潘华一边安抚

小李情绪，一边联系其74岁的父亲李

自中，做好准备带上户口本去派出所

开具证明。

清晨的阳光还不灼热，但眼下的每

一分每一秒都让潘华焦急万分。刚才还

在建档立卡贫困户李秀芹家水果玉米地

里查看的他，没有吃早饭便驱车前往李

自中家，接上李自中紧急赶往双庙街乡

派出所。

因为还不到上班时间，担心户籍民

警不在岗，7点19分，潘华拨通了派出所

所长杜新水的电话，请求安排户籍民警

支持。“嗯嗯，学生就是这个情况，烦请尽

快协调办理，谢谢！特别感谢！”从闫洼

村到派出所5分钟的车程，可此刻时间

却显得如此漫长。

7点35分，双庙街乡派出所开具了

户籍证明。

时间宝贵，潘华一刻也不停歇，一路

驱车狂奔，赶往25公里以外的考点泌阳

二高。一路上，潘华紧握方向盘，目盯前

方，加速行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事关一个学生的前途和贫困家庭的希

望。早到一分钟，就能让孩子少焦虑一

分钟。

7点52分，历经辛苦和周折，终于

到达泌阳二高大门前。“孩子，户籍证

明你收好，赶紧去向老师说明情况，别

紧张哈，放松，加油！”

看着学生进入校门的背影，潘华

长舒了一口气，40多分钟的周折和忐

忑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此时衬衫早已

被汗水浸透，他却浑然不知。

8点20分，看到考生们有序进入考

点，潘华才安心驾车回村，开始了一天繁

忙的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政）7月7日，学

子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特

殊时期阔步走入高考考场。据了解，

高考期间，全省共有3000多名医务人

员在高考现场整装待命，全力为健康

高考保驾护航。

此前，为做好精准防控，卫生健康

部门已配合相关部门对高三学生集中

管理的就读学校，未集中管理的就读

学校，未开学返校的对口、专升本考

生，未在校就读的社会考生和往届考

生等进行了分类健康管理，并组织相

关人员于6月23日、7月4日对全部高

考考生和考务人员进行了健康状态及

行程筛查，确保确诊病例和核酸阳性

者不得参加集中考试，密切接触者和

发热病人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在确保安全方面，全省各地已指定

专人对考点、考试场所、通道、区域、桌

椅等进行了清洁消毒，隔离考场将在

每科目考试结束后再做一次预防性消

毒。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

高考，今年河南各考区还设立了卫生

保障专班，各考点设立卫生防疫副主

考，各考点医务室保证一医一护和一

名防疫人员同时在岗，确保各环节有

效衔接无遗漏、无缺口、无死角，全力

以赴，坚决杜绝高考引发疫情传播风

险。

7月7日上午8点30分，正阳高中考点的考生用励志歌声送自己走进考场。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高万宝摄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7日从国

务院扶贫办了解到，截至6月30日，贫困人口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易地扶

贫搬迁基本完成，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数量

整体超过去年。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52个挂牌督

战贫困县2020年已外出务工281.47万人，

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110.61%。25个省

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830.91万人，是

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103.73%。除西藏外，

其他24个省份2020年已外出务工贫困劳

动力人数全部超过去年。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进度加快。东中

部 11 省市组织动员 1213 家民营企业和

580家社会组织结对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

贫困村。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瞿潇）7

月7日，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省林业

局和省扶贫办近日联合下发《关于支持

全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到2025年，全省新造

油茶林57万亩，改造低产低效林25万

亩，种植面积达150万亩，茶油产量达

3.5万吨。建成20个规模在1000亩以上

的油茶产业示范基地。引进茶油龙头企

业，培育本地茶油及其副产品精深加工

企业,打造油茶知名品牌。发挥林业科

研院所的作用，培育更多含油量高、产量

高、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狠抓良种基

地、定点苗木生产基地建设，建立健全良

种生产供应体系，切实提高良种壮苗生

产供应能力。发挥我省区位优势，发展

油茶流通组织，利用“互联网＋”技术构

建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交易信

息互联互通。加快建设高标准现代油

茶生产基地和低产林改造示范园。向

农民、种植大户和企业推广油茶良种良

法，提升油茶生产集约化水平。

同时，大力推动油茶产业发展与精

准扶贫深度融合，支持农民参与油茶产

业规模化经营。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带贫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龙

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经营主

体与贫困户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

广利益联结成功模式，增强新型经营主

体带贫意愿和带贫能力，促进贫困户增

收脱贫。充分利用当地已建成的扶贫

车间，为贫困户就近就业提供支撑，覆

盖贫困群众6万人稳定增收。

本报讯（记者李政）7月7日，记者

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依据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统一要求，即日起，我省将启动二

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对全省二级

公立中医医院的34个指标体系进行绩

效考核，引导二级公立中医医院落实功

能定位、强化基础管理、明确发展方向，

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依据《河南省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工作实施方案》，二级公立中医医院

绩效考核为全省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力争到

2020年年底，基本建立二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体系；到2022年，逐步建立较为

完善的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启

动区域内医疗服务评价工作，探索建立

公立医院实时监测体系。

各二级公立中医医院要根据绩效

考核工作要求，将考核指标与绩效管理

相结合，坚持中医发展方向、完善医院

要素配置，促进收入分配更科学、公平，

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持续提升医

疗服务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各医院要

加强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

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卫生健康（中医）行政部门要

督促指导二级公立中医医院落实病案

首页、中医病证分类与文件要求代码、

手术操作编码、中医名词术语集“四统

一”要求，加强临床数据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和质控工作，确保绩效考核数据客

观真实。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
雨黄晨）7月7日，郏县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发展草坪论坛暨马头岭现代农业

产业园开园仪式举行，各应邀嘉宾结合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市场分析和区域定

位等进行了交流。

马头岭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该县

安良镇马头岭，总占地面积4000余亩，

投资近1亿元，是一座集果木种植、农产

品加工、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田园餐

饮、乡村民宿、户外运动、自然教育、脱

贫攻坚等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农业观光

示范园区。

近年来，郏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文旅富县”战略，把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农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重点打造南部以堂街镇临沣

寨、姚庄回族乡全域旅游、李口镇一代

谋圣张良文化为主，北部以马湾丹江

缘·移民小镇、眼明寺省级森林公园、马

头岭现代农业产业园、李渡口古村落、

红石崖旅游景区为主的两条乡村振兴

精品示范带，全县乡村休闲旅游呈现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举办此次论坛主要是展示郏县乡

村旅游风貌、提升全县文化旅游发展水

平，构建‘以文促旅、以旅强农、农旅融

合’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努

力探索出一条具有郏县特色的休闲旅

游农业品牌发展之路，将郏县的好物

产、好风景、好声音、好形象，推出河南、

推向全国。”郏县县委书记丁国浩说。

郏县举办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发展草坪论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7月7日，平

顶山市新闻办召开媒体记者见面会，宣

布“助力脱贫攻坚、我为鹰城代言”百名

“网红”首场直播带货活动将于7月10

日晚举行。

据介绍，7月10日19∶30~22∶30，

将通过“平顶山发布”平台进行首场直

播，市区设主会场，各县区共设立12个

分会场同步举办直播带货，公益助农活

动。此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据了解，本次直播将采取“主直播间+

分直播间”的“1+N”模式进行，每个直播

现场有两名以上的“网红”主持人、“网红”

主播，现场嘉宾等助阵参与。在市区设置

主直播间，在汝州市、鲁山县、叶县、宝丰

县、新华区等设立12个分直播间同步直

播带货。具有近2000万粉丝的小沈龙快

手直播带货团队“龙帮办”将倾情加盟，在

主直播间开展带货。本次活动的第一阶

段为7月份至年底，主要选择优质特色农

产品、重大文化活动时间节点等时段进

行。打造本地直播带货平台和品牌，推出

一批知名“网红”，助推平顶山好产品“走

出去”，让更多的消费群体“走进来”。

平顶山将举行“网红带货 公益助农”网络直播

百名“网红”为鹰城产品代言

上街区 描绘生态“西美”画卷
源汇区 探索“民呼我应红服务”

3000多名白衣天使
精准护航高考

开考前，泌阳县一考生身份证丢失

第一书记驱车25公里送证明到考点
□本报记者田明通讯员张迪

国务院扶贫办

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数量整体超去年

2025年全省油茶林种植面积
将达150万亩

我省启动二级公立中医医院
绩效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