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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本报讯（记者 谭勇）今年，来郑
州打拼多年的许婷搬出了出租屋，
住进了自己贷款购买的 100多平方
米的新房，圆了自己的“住房梦”。

“郑州出台的一系列好政策，不
但让我在这里落了户，也买了房、安
了家，感觉生活越来越有奔头。”12
月 28日，许婷一脸幸福地说。

住房无小事。许婷的幸福，源
于我省不断完善的住房体系。“我省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着力解决住
房结构性供给不足矛盾，不断完善
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切
实解决新市民住房困难，着力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负责人这样说。

住房不仅关乎民生，也关乎发
展。我省坚持一城一策、分类指导，
加强市场形势研判分析和监测预
警，各地政府也把房地产调控政策
落到实处，优化住房供应规模、结
构，合理把握开发建设节奏，加强市
场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确保房地
产市场总体平稳。

“十三五”期间，全省房地产开
发投资累计完成 3.37 万亿元，居全
国第 5 位、中部第 1 位，年均增长

10%；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 6.3亿平
方米，居全国第 3 位、中部第 1 位，
年均增长 10.9%；累计新开工面积
7.02亿平方米，居全国第 4位、中部
第 1位，年均增长 5.88%，有力支持
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期
间，全省累计供应住房 5.4 亿平方
米、453.37万套，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已超过 40平方米，基本解
决了住房总量短缺问题。

和许婷一样幸福的，还有外来
务工人员李焕，今年，她终于分配到
了心仪已久的公租房。“相比以往，
一年下来还是能省不少钱。”李焕满
意地说。我省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
居工程，让越来越多像李焕一样的
城镇中低收入者“住有所居”。

据了解，实施公租房制度以来，
全 省 累 计 纳 入 计 划 管 理 公 租 房
103.29万套，开工量居全国第 1位。

其中，83.22万套政府投资公租房已
完成分配80.39万套，分配率96.59%，
超额完成国家确定的 90%的分配任
务。“十三五”期间，新轮候分配公租
房 36.23 万套。在重点保障城镇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础上，我
省逐步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符
合条件的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
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和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等。同时加大对环卫、公
交等基本公共服务行业困难职工的
精准保障力度，全省累计对 5978名
环卫工人、2448名公交司机实施了
住房保障。

与此同时，我省将公租房实物
保障与租赁补贴相结合，不断丰富
公租房保障方式，全省累计实施公
租房实物保障 136.11 万户，发放租
赁补贴 42.85 万户，有效发挥了公
租房政策的社会效益。“通过大规
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全省住房
保障水平从 2008 年的人均 8 平方
米提高到了当前的 15 至 20 平方
米，全省 150 余万户棚户区居民和
130 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住房问题得到解决。”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记者 刘一宁

12月 28日，王茜把孙子送到学校后，
就来到郑州市老干部大学，和学校艺术团
的成员们一起排练大合唱，为迎新年汇报
演出做准备。“我在这里学唱歌、学跳舞，
认识了不少同学。”她说。

已过花甲之年的王茜退休前在银行
系统工作，3年前，她开始到郑州市老干
部大学学习。“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可惜那

时候没有地方学也没有人教。”王茜说，
与郑州市老干部大学结缘后，她找到了人
生的“第二春”，日子越过越乐呵。

王茜是成千上万名老年大学学员中
的一员。这些年，开在群众家门口的老年
大学不断发展壮大，郑州市老干部大学也
从一个教学班发展到 526个教学班。目
前，20多个分校教学点让更多老年人有
机会重建“社交圈”、扩容“同学圈”，享受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

“不管是学钢琴还是学画画、学英语，
每学期每门课只需要交100元学费。”王
茜说，她有不少同学都选择了两门课，不
同的教学班也经常在一起开展各类活动。

郑州市老干部大学还成立了艺术团，
由模特队、合唱队等多个团队的学员组成
一个大的“同学圈”，参加多项公益活动。
王茜不仅忙着学习，还忙着跟同学们一起

参加各项活动。
老年大学对王茜等人来说，不仅是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的乐园，更是老有所为
的平台。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他们走出
校园，发挥自身的光和热，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去年‘五一’我们带着生活用品、学
习用具到栾川县白土乡草庙河村看望留
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年‘五一’，我们去
郑州市中原区环卫站慰问环卫工人。”王
茜说，他们正积极参与由省委组织部、省
委老干部局组织的“我为河山赋能助力”
专项行动，唱响新时代“河山”大合唱。

迎新年汇报演出排练结束后，学员们
还组团去看了看郑州市老干部大学在原址
上建设的新教学楼。“明年，新的教学楼就会
投入使用。”王茜说，希望学校越办越好，让
更多老年人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2月29日，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获悉，由中宣部、中
央网信办主办的第四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
活动获奖情况正式公布，全国共有135
部作品入选优秀作品，5部作品荣获优
秀单项，12家单位被表彰为优秀组织单
位。我省共获得两个一等奖、一个三等
奖、一个单项奖和一个优秀组织奖。

此次征集展播活动自今年5月初启
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工作抓细抓实，融入结合贯彻到各种教
育和实践载体中，生动活泼地传播主流
价值理念，展示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今年以来，我省精心策划了“出彩
河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
（微视频）推新工程，发动全省各界广泛

参与，共推荐 200余部反映全民抗疫、
脱贫攻坚、爱岗敬业、红色教育等主题
的微电影（微视频）作品参加全国征集
展播活动，在奖项数量和含金量上均实
现新的提升。其中，《大院走出的足球
队》荣获 15分钟类一等奖，《我不是神
医》荣获3分钟类一等奖，《寻味逍遥》荣
获15分钟类三等奖，《大院走出的足球
队》女主角何琳被评为优秀单项奖（优
秀女演员），河南省委宣传部宣教处被
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观看我省获
奖作品。让我们一
起透过镜头，通过一
个个感人故事了解
我省广大干部群众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时代
风采吧。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郭歌）12月
28日，“洛阳都市圈 聚力共出彩”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洛阳都市圈主流新闻
媒体代表齐聚洛阳，共商都市圈媒体
深度合作、融合发展、协同联动大计，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参与洛阳
都市圈建设的浓厚舆论氛围。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指导、洛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平顶山、焦
作、三门峡、济源等地共同举办。省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洛阳都市圈各地
党委宣传部、市级新闻单位和洛阳都
市圈所辖各县级融媒体中心负责人及
媒体记者代表参加活动。

据悉，规划建设洛阳都市圈，推动
洛阳、平顶山、焦作、三门峡、济源五地

一体化发展，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顺应区域协调
发展规律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此次主
题宣传活动旨在搭建洛阳都市圈主流
媒体深度合作、协同联动的桥梁，更好展
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美好前景，生动反映
区域协调发展激发的强大活力和给人
民群众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唱响主旋律、
提振精气神，为洛阳都市圈建设提供强
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启动仪式结束后，洛阳都市圈各
地主流媒体记者代表将在洛阳展开为
期两天的集中采访活动，聚焦洛阳都
市圈规划、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把
都市圈建设的“好声音”汇入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大合唱”。③8

本报讯 12 月 29 日上午，河南新
闻博物馆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 4楼正
式揭牌。该馆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独
家创办，开启了全国首家由党媒集团
独立创办新闻博物馆的先河。

河南新闻博物馆的前身是河南日
报报史馆，2008 年投资建成，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报史馆馆藏文物丰
富，有图片、文字、实物及录音录像资
料，记录了河南日报 71年不懈奋进的
足迹。近年来，中宣部领导和省领导
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调研，报史馆都
是首选去处。2013年 11月，报史馆被
命名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参观人数与日俱增，年接待党政

机关、企业、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生等
社会各界团体 40多批次、1300余人，
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基地
和宣传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窗口。

当前，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宏伟事
业的新征程上，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
代大潮中，涌现出许多需要历史记录
的出彩时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作为
我省宣传战线的主力军、主阵地和排
头兵，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顶端聚
合平台。河南新闻博物馆的设立，更
方便向全省新闻战线征集文物，更有
利于我省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
护，发挥好、运用好博物馆的“文化中
枢”功能。③9 （郭书臣）

全国第四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
征集展播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河南获奖数量和“含金量”创新高

“洛阳都市圈 聚力共出彩”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河南新闻博物馆正式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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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咱们越住越宽敞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刘东洋 摄影报道

在空中，你追我赶；在水中，嬉戏打闹；河滩上，扎
堆休憩……随着候鸟来河南停留、越冬高峰的到来，
我省主要的鸟类栖息地，每天都上演着热闹的场面。

封丘县陈桥镇东湖黄河湿地位于新乡市黄河湿地
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000余亩。湿地内芦
苇丛生，水草茂盛，很多珍稀水禽都把家安在这里。如
今，这里已发现鸟类156种，水生物种100多种，爬行
两栖类35种。该湿地负责人刘东洋说，今年豆雁和灰
鹤已经来了1000多只，各种野鸭子接近3000只。

在这里，有两种鸟最为珍贵：一种是青头潜鸭，它
是全球极危鸟类，被列入世界鸟类红皮书中，全球总
数量不足1000只，自2013年在东湖黄河湿地首次发
现，迄今每年均在此地繁育，最大观测数量超过 68
只；另一种是被誉为“鸟类中的大熊猫”的震旦鸦雀，
它对环境要求极高，在这里最大观测数量超过 3000
只。⑨6

百鸟翩跹聚湿地百鸟翩跹聚湿地

“数说”我省住房保障

“十三五”期间

●累计新开工面积 7.02亿平方米，居全国第4位、中部第
1位，年均增长 5.88%，有力支持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 3.37万亿元，居全国第5
位、中部第1位，年均增长 10%

●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 6.3亿平方米，居全国第3位、中部
第1位，年均增长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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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出彩、梦圆小康的河南实践

驻马店 别样精彩满眼新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以

全国地级市第 15位的优异成绩蝉联
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全省唯一省辖市
获评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圆满举
办第 23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驻
马店海关顺利开关运行……

“十三五”收官之年，一项项荣誉、
一份份成绩的取得，尤为不易！

“十三五”以来，驻马店市委、市政
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大别山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国家
重大战略机遇，以新型城镇化拉动工
业化，坚定走引进型经济发展之路，在
产业发展、城乡融合、“放管服”改革等
方面积极探索，向打造全国一流地级
市、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不断迈进。

产业强市步伐加快，优化结构形成
集群。三次产业结构从“十二五”末的
21.7∶40.3∶38调整为 17∶40∶43左右，
实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
转变。工业强市战略加快推进，形成1
个产值1800多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装备制造、轻纺 2个 500亿级产
业集群，以及 7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
群。

重点改革深入推进，发展活力竞相
迸发。在全省率先实行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互
联网+监管”系统数据共享主项覆盖率
达到55.7%，居全省第1位；深化“多证
合一”“证照分离”改革，开办企业申报
材料所需数量减少比例平均达到33%；
工程建设类项目审批压缩至 60天，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天；率先启动“一
证通办”工作，“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
达99.4%。全市各类市场主体较“十二
五”末增加19.45万个。

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4万贫困人口脱
贫，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清
零。全市 PM10、PM2.5 平均浓度较
2015年年底分别下降 28.3%、23.5%。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和污染
地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
100%。重大风险有效防控，连续6年被
评为全省平安建设优秀省辖市。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统筹发展协
调并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城市创
建融合推进，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扩
大到近 100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 47.1%，较“十二五”末
提高 7.9 个百分点。在一个创建周期
内，一举拿下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两块“金字招牌”，又成功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等，城市
品牌和生产总值双双进入全国百强，
跃居全国三线城市第46位。

民生福祉持续增强，百姓幸福感
稳步提升。民生支出累计达 2130 亿
元，年均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为 80.1%。新增城镇就业 40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20万人。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项目、县区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任务全面
完成，扎实推进全国健康城市和健康
细胞工程创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预计“十三五”末，驻马店市经济总
量将达2950亿元以上，较2015年增加
1140亿元，年均增长7.1%。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7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0330元，分别是2015年的1.77倍、
1.47倍。

五年筚路蓝缕，五年风雨兼程，回
顾“十三五”，历史答卷上写满了耀眼
成绩；面向“十四五”，迈进新征程，965
万天中儿女将以更加奋发的姿态，加
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为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添新彩！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