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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惠民之举暖民心
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完

成执政使命,就必须始终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习近平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河南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
还是《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无论是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还是历
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河南的顶层设计当中，
民生都占有非常重的分量。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守底线、突出
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总要求，河南的民生
改善思路明确，路径清晰，措施务实，推进有力。
在经济并不发达、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河南
响亮地提出“三个同步”——即城乡居民收入与
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质
量效益同步改善、社会事业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
同步提高。

为了“三个同步”落实、落地、落到老百姓的
口碑里，河南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之多前所未有，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覆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抓发展，把民生“蛋糕”做大。

2017年8月5日，安钢集团。炼铁厂一烧车
间生产正忙，工段长朱州从现场点检归来，今年
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2号高炉系统降本增效
小组成员。

这几年，安钢一方面降成本，向内挖潜；一方
面将冷轧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的重点，向创新要
效益，成功跨入高强钢高端市场，实现了由“普
钢”向“优钢”转型。今年7月份实现利润3亿元，
为建厂以来单月利润历史最高水平。

订单多，收入稳。十万安钢职工和家属，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

除了力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河南还在新经
济业态的培养上下大力气。

“有事您动嘴，办事我跑腿。”近年来，一种新
兴的行当——从事同城递送的跑腿公司悄然出
现，UU跑腿就是其一。

从巩义到郑州打工的王俊峰做“跑男”一年
多，每月抢单将近400单，收入4000元左右。“对
于这个收入，我表示满意。”跨坐在电动自行车
上，小王这样说。

UU跑腿成立才两年，就从郑州覆盖到北京、
深圳等76个城市，签约“跑男”超过42万人。

把民生项目作为发展的增长点和动力源，是
河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发展也是抓民
生”的重要指示精神，所采取的务实之举。

郑州四环全面快速化，洛阳将成为中西部第
一个拥有地铁的非省会城市，鹤壁建设海绵城市
涵养雨水；

建设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等6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让每个县都通管道天然气，实施蓝
天工程、碧水工程、乡村清洁工程……

所有的出发点，是民生。所有的落脚点，还
是民生。

河南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难题，用发展解决
关乎民生的大事，夯实了民生“显绩”背后的“潜
绩”，为做大民生“蛋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是一组有温度的数字——“十二五”期间，
河南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全
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5%，跑
赢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这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1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5万元。2016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河南生
产总值首破4万亿元大关，民生指标全线飘红，
财政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77.6%，再创历
史新高。

——建制度，把民生“蛋糕”分好。

进不去的城市，回不了的乡村。千万农民工
长期进退两难的尴尬，如今被一张居住证终结。

2017年1月10日，郑东新区公安分局祭城
警务室里，正在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仪式上，
几名市民代表欣喜地拿到了新版居住证。

与“全国版”居住证涵盖的6大基本公共服
务、7项便利相比，郑州版居住证增加了2项便
利：享受上级政府规定的不受户籍限制的跨区域
补贴政策；60岁以上居住证持有人享受免费乘
坐市内公共交通。

“打工十多年的梦想就是在城里安家，今天
终于实现了！”今年5月，44岁的胡本华在郑州市
落户，母亲的养老问题得到解决，7岁的儿子也
就读中原区颍河路小学。一张居住证，圆了三代
人的城市梦。

在此之前，河南于2014年11月出台《关于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城乡
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
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一措
施的出台，标志着农业和非农二元分隔的户籍管
理模式成为历史，河南推进人口市民化的体制障
碍进一步消除。

随时代变化而“变”，随民生需求而“新”。河
南的民生制度改革应时合势，交上了一份优秀的
成绩单——

2014年，河南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镇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17年1月1日起，河南在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普惠制”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全省城乡841
万困难群众献上了“特惠制”的大礼；

2017年8月31日零时起，河南所有公立医
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备受诟病的“以药养医”制
度寿终正寝，刀锋直指看病难、看病贵……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出台了近120项改革
方案（意见），其中关于具体民生事项的，就占四
分之一。

有专家指出，河南在民生领域的制度化探
索和改革，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正在从碎片化
向制度化转变，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向统
筹协调、精准发力转变，从注重借鉴向注重创
新转变，从注重区域优先发挥示范效应向全面
普惠式发展转变。这些，都标志着河南的民生
改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
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
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河南在民生领域的“制度自觉”鲜
明而有力。

——补短板，让更多人共享民生
“蛋糕”。

2017年4月18日，河南省十件重点民生实
事推进会召开。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在会议上强
调，“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提高政治站
位、精心组织实施、改进干部作风，确保十件重点
民生实事件件办好、件件见效。”

十件重点民生实事，这个暖心的名词已伴随
河南人12年。教育、医疗、养老、环境质量……
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年
河南都作出承诺。

如果把历年发布的民生实事放在一起，就可
以发现两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个是“从来不变”。
对困难群体的重视和帮扶，从来不变。
2015年，实现120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2016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2017年，全面落实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靶向对准的，都是最需要帮助
的人们。始终不改的，都是执政为民的初心。

一个是“每年都变”。
十件民生实事的具体内容，每年都有变化。
2017年十件民生实事的确定，就在三个地

方与往年不同：一是回应百姓“最关心、最迫切”
的诉求，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出发，从政府应该办而且能办好的民生实事
办起；二是顺应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期待，认
真筛选相关事项，不再对民生事项进行“打捆”，
力求一桩桩、一件件落到实处；三是严格遵循“可
考核、可追责”的原则，将民生实事各项指标任
务细化分解，便于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

哪里是短板就补强哪里，有钱用在刀刃上，
投入尽着老百姓。每年的十件重点民生实事，都
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基层所盼。有的是兜保障民
生之“底”，有的是救人民群众之“急”，有的是提
公共服务之“标”……一桩一件皆民生，一枝一叶
总关情。

民生改善聚民心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

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

2017年9月9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河
南省新闻摄影学会主办的“最美河南人”群众笑
脸摄影大赛评选揭晓。国旗下洛阳轴承厂中心
幼儿园的孩子们，天安门前欢呼雀跃的新蔡留守
娃，看着玉米丰收的民权农妇史云婷，中信重工
炼钢大工匠杨金安……

童年、青年、老年，工人、农民、教师、警察、护
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众的笑脸，写满了劳动
的喜悦、奉献的喜悦和生活的喜悦。

我们仿佛能从画面中，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
笑声。

让我们追溯这心灵笑声的源泉。

——越来越强烈的尊严感。

尊严感来自告别贫困。
2017年 5月 17日，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

村。一排五间白墙灰瓦的房屋，这是贫困户杨建
立搞的“农家乐”。

让老杨没想到的是，来当地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的省委书记谢伏瞻，坐在凉棚下帮他列起了菜
谱，让他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

老杨至今记忆犹新。“谢书记说，香椿炒鸡
蛋、韭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这都可以做
呀，弄点家常的。还有小鸡炖蘑菇，把土鸡收
了，用高压锅炖着，周六周日游客多，卖的价钱
肯定高。”

老杨的“农家乐”火了，穷山沟升腾起了
希望。

2013年以来，河南每年有百万人脱贫；2016
年，2125个村摘帽、112.5万人脱贫。未来3年，
河南还将有317万父老乡亲告别贫困，过上有尊
严的生活。

尊严感来自公平正义。
邓州市文渠镇实验学校，距离县城很远，但

这里的孩子一点也不觉得“与世隔绝”。每周一
下午，学生们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跟着老师一
起上音乐课。学唱歌、听名曲，这是孩子们最幸
福的时刻。

这所学校原来校舍陈旧，校园狭窄，连一块
像样的操场都没有。“现在可不一样了，教室、宿
舍、教学设施全部翻新。城里孩子学到的、看到
的，俺们这里的孩子一样能学到、看到。”长期扎
根农村教育一线的校长姚会峰这样说。

这一切，要得益于河南近年来大力推动义
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13年的最后一天，一项被称为“义务教
育学校建设史上中央财政投资最大的单项工
程”——《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正式出台，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迎来了“春天”。

这项工程实施以来，河南连续三年把农村
中小学“全面改薄”列入重点民生实事，投入资
金80亿元，为3257所初中、16747所小学配备
教学仪器设备、图书及远程多媒体设备，累计
有7.6万名特岗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目前已
有69个县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的评估认定，更多农村孩子与城里孩子一样
拥有了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对一个人来说，起点处的公平，点燃的是
人生的希望。对一个社会来说，公平正义，是
发展的活力源泉与和谐稳定的基础。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系列促进公平正义的政策措施在
河南落地生根，为千家万户带去摸得着的好处
和人生出彩的机会。

——越来越强烈的获得感。

李凤云，扶沟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少女。
几年前，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有如此
大的转机——开办幼儿园，成为年收入几十万元
的“金领”。

“是职教中心圆了我们的就业梦。”为了求得
一技之长，几年前她怀揣梦想来到扶沟县职业教
育中心，上了学前教育专业，从此闯出人生一片
新天地。

就业是民生之本。把就业作为优先战略，促
进更高质量就业，使无数像李凤云一样的河南人
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使高校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

做好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工作，截至
2016年底，河南分流安置职工数占需分流安置
总数的九成还要多；

推进全民技能振兴工程，截至2016年底，河
南累计新培养高技能人才169.27万人，创造了
职业技能培训的“河南经验”；

大力推动大众创业，截至2016年，河南累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总量达到865.5亿元，居全国
第一；

积极发展“归雁经济”，截至今年上半年，农
民工返乡创业累计89.93万人，带动就业454.47
万人；

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45.1万人，达到近
年来的历史高位。河南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多年
保持在140万人以上，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

除了纳入自己“囊中”的显性收入，满满的获
得感，还来自于各种“隐形红包”。

上蔡县齐海乡赵庄村一位村民几年前被确
诊为尿毒症。虽然有基本医保，但每个月万把块

钱的高额药费仍让他吃不消。从2014年开始，
河南实施的大病保险让他负担顿减。今年1月1
日，覆盖所有困难群众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开始推行，这让他全家人都看到了希望。

“去年他报销了十几万，要是搁在以前，这是
不可想象的。”邻居们感慨地说。

目前，河南已经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制度全覆
盖，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6%以上，城乡居民医保
政府补助标准已经提高到每人每年450元。

不止是医保。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每年都调高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5年下来，平均每个人涨了
857.7元；

2017年 1月 1日起，河南城乡低保月人均
补助水平提高至不低于250元、142元；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的1.3倍；

2017年8月，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
通知下发，从10月1日起将实行新的月最低工
资标准，各类区域在原标准基础上又涨了120
元。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今年1月23日发
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社会保障逐步完善，成
为居民收入的后援保障。2016年，河南居民人
均得到转移性净收入3777.91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 13.7%，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为
34.6%。

截至2016年年底，河南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788.07万人、
876.96万人和646.8万人。

这些数字一点都不枯燥，意味深长；这些数
字一点都不冰冷，温暖人心。因为这些数字意味
着，河南社会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制度全覆盖
到人员全覆盖的历史性跨越。

——越来越强烈的幸福感。

这几天，家住洛阳新区盛唐小区的徐咏梅，
心情格外好。她从原来仅仅60平方米的老房搬
迁出来，用棚户区改造货币补偿款购置了一套
100平方米的小区房。“对于现在的居住条件，全
家人很满意。”徐咏梅说。

棚户区改造使他们的“忧居”，变成了“优
居”。

推进新型城镇化，河南先后启动实施煤炭
棚户区、城市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大力推进铁路系统棚户区改造。截至今年 4
月底，全省累计投入资金3736亿元，实施棚户
区改造202.9万套。

与此同时，河南在涉及民生的配套设施建
设上从来都舍得花钱——学前教育三年毛入
园率提高30个百分点，新建改建农村公路4.9
万公里，解决 440万农户低电压问题，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水质稳定达标……居民生活便捷
度显著提高，城乡面貌明显改观。

真金白银的投入带来物质的丰盈，真材实
料的营造带来心灵的舒畅。

与徐咏梅一样幸福并快乐着的，还有禹州
市的人们。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深入推
进，当地按照“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
的理念，在铁山岭等地建设5个美丽经济先行
区，打造“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
园”美丽田园综合体。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如今的
禹州，变得更加优雅、更加生态、更有气质、更
有品位，处处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每年冬季，三门峡就会如约迎来远方的朋
友——来自西伯利亚的大群天鹅。这些美丽
的飞鸟选择在这里的黄河湿地上安家越冬，得
益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为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2016
年 7月，河南出台“史上最严”的“1+6+7”治霾
令。治霾风暴荡涤之下，环境治理效果初显。

2016 年 ，河 南 大 气 质 量 三 年 来 首 次 实 现
PM10、PM2.5浓度同比“双降”；今年1至 7月
继续实现“双降”。

看到更多的蓝天，喝上更干净的水,呼吸
更新鲜的空气，吃上更安全的食品，生活在更
宜居的环境……不是奢求，而是稳稳的幸福。

——越来越强烈的品质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再把时间往前推两年，郑州女教师顾少强

的这句话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成为很多人的一种时尚、一种梦想。

这句话，也折射出当代河南人的新追求——
更高品质的生活、更具诗意的人生。

而不过就在几年前，出国旅行一趟，似乎
还有点小奢侈。不少人慨叹，“钱包那么小，哪
也去不了。”

理想依旧丰满，现实不再骨感。如今，去
听一场音乐会，去看一场电影，到体育馆打球
健身，河南人在文化修养和个性化需求上的开
销越来越大。

一场真切的消费升级“革命”就发生在我
们身边。居民消费正从前几年热衷的空调、电
视机、汽车等物质型消费，向越来越高端享受
的影视文化、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
费转型。

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
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其中以手机为代表
的通信器材类增长22.5%，家具类、计算机类、
中西药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均超过
15.0%，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高品质的生活提升河南的“颜值”，也吸引
高素质的人才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原这片热土。

2017年 9月 14日，欧美同学会郑州峰会
留学人才科技项目对接会举行。现场气氛异常
火爆。

在美国打拼多年，已经有一份稳定工作的
李直，毅然选择回到河南创业。“这几年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势头喜人，不但遍地都是机遇，生
活环境也越来越好，很多方面比国外都方便。”
李直兴奋地说，“我要把在美国积累的工作经
验带回国内。这次对接会上，我就看到了好几
个合适的项目，下一步肯定要深度合作。”

如今，在河南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近5万
人。有烩面，还有星巴克；有豫剧，还有爵士
乐。“海归”们在成为河南创新创业高端力量的
同时，正在使河南人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类
型更加多元、选择更加个性、气质更加“有范
儿”。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
苦。

2017年7月26日，北京，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释新时期
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人民需求：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八个“更”，如一曲春天的交响，激扬起亿
万华夏儿女更有情怀、更有质感的幸福憧憬。

八个“更”，像一声催征的号角，引领着亿
万中原父老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伟大进程中撸起袖子加油干，共享人生出彩
的机会、共享梦想成真的机会。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
断的新起点。

中原父老乡亲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
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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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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