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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 2018 年
“十件实事”出炉
将新建改扩建 30 所中小学、幼儿园 新增学位 3 万个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上午，新郑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并公布了 2018 年新郑市将办好的“十件实事”。
“十件民生实事”包括新建、改扩建 30 所中小学、幼儿园，新增学位 3 万个；为 14 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设自助体检中心、配备中医康复医疗设备；新开工棚改住房 2000 套，新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不
少于 800 套等，可谓是亮点十足，件件关乎民生、民情和民意。郑报融媒记者 杨宜锦

大力实施教育提升工程。新建、改扩建 30 所中小
学、幼儿园，新增学位 3 万个；完成新郑二中迁建招生，
扩建实验高级中学；投资 3200 万，为全市公办中小学校
配备 50 个录播教室，为高中配备 400 台班班通；落实公
办寄宿制普通高中教师超课时补助，按照每班每月
7680 元标准发放 9 个月补助；公办高中班主任生活补
助由每人每月
500元提高至800
元 ；公 办 中 小 学 教育
代课教师工资由
每人每月1800元
提高至2200元。

养老
关心老年人生活。建成 2 所社区托老站，为每
所运营的托老站每年解决 2 万元运营经费，为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保险。

交通

就业
帮扶群众就业再就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000 人次，
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 6500 人，
转移农村劳动力 1 万人。

改善公共交通条件。全面推行城乡公交一卡
通，为全市客运公交车辆安装刷卡机，持卡群众和
学生享受优惠票价。

环境

医疗
提升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市公立中医院建设；
为14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自助体检中心、
配备中医康复医疗设备；
为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配备一
辆体检车和一套体检设备；
配置一台疫情处置专用体检车。

加快水生态环境建设。实施河湖水系贯通工程；
完成双洎河综合治理示范段园林景观打造及胡垌至
贾梁段河道生态治理，
开建暖泉河、
潮河生态景观公
园，
启动十七里河湿地公园尾水生态净化工程。

环卫

住房
强化群众住房保障。新开工棚改住房 2000 套，新提
供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 800 套。

投入运营城乡环卫一体化。新建改造垃圾中
转站 17 座，新增环卫机械化车辆 118 台、垃圾收集
车 2687 辆、标准垃圾桶 15581 个、存贮式环保深埋
桶 163 处，
建成 54 个行政村农村污水处理站（厂）。

文化

社区
改善老旧小区居住条件。为城区 8 个小区改造自来
水管网。

拓宽群众文化服务平台。建成开放城市展览
馆，
开建图书档案方志馆、
科技馆、文化活动中心。

财政收入首次跨入 20 亿元俱乐部

惠济区加快生态宜居宜业旅游城建设

郑东新区金光路办事处

为农民工返乡
创业补贴 141 万元
本报讯 近日，
金光路办事处完成郑
东新区人劳局就业中心对其下达的小额
贷款目标任务 1000 万元，
超额完成 30 万
元。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第一批审批通
过 61 人，
第二批审批通过 116 人，
共计发
放创业补贴款 141.6 万元，
均已超额完成
任务。
据了解，金光路办事处以金光农民
花卉创业园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点，在该园区成立市、区、办事处联署办
公室，办事处劳保所进一步细化工作任
务和具体措施，完善工作推进和联动机
制，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申领补贴和创业
担保贷款申请等需求提供方便，为农民
工的返乡创业道路提供全面保障。
郑报融媒记者 马燕 通讯员 周静

经开区明湖办事处

文艺汇演进社区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居民文
化生活，彰显辖区群众的精神风貌，1 月
12 日，明湖办事处举办了以“舞动快乐
敲响新声”
为主题的社区文艺汇演活动。
锣鼓隆隆，两条长龙横空出世，以
“二龙戏珠”之姿翻腾舞动，这是明湖办
事处舞龙队为群众带来的开场节目。在
观众的阵阵掌声之中，此次活动正式拉
开了序幕。随后各支参演队伍陆续登
台，为观众送上了一道道美味的文化大
餐。其中有富含传统特色的腰鼓、太极
拳表演，
还有青春时尚的拉丁恰恰、
广场
舞等演出。此次活动共有 21 支队伍 427
名人员参演。
社区文化阵地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
剧场，在广大居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同时，
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提升自我
的机会。社区文艺队伍的组建，
对活跃社
区居民文化生活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郑报融媒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康亢 杨勇

高新区慈善总会

进社区开展眼病义诊
本报讯 1 月 12 日，惠济区委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区委常委会 2017 年抓党
建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总结了惠济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郑报融媒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徐玉政 李雪
去年惠济区财政收入首次跨入 20
元，增长 7.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亿元俱乐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
入预计达到 31010 元，增长 8.0%；农村居
22 个月位居全市各县（市）区首位，全年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 23400 元，
投资总量超过 200 亿元大关。全区生产
增长 8.0%。
总值预计完成 143.3 亿元，增长 7.0%；地
会议号召，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0.02 亿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惠济区
元，增长 29.9%;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全面推进“产业
214.7 亿元，增长 14.2%；规模以上工业
融合发展创新区、生态宜居宜业旅游城”
增加值预计完成 19.5 亿元，增长 20.0%； 建设的重要一年。惠济区紧紧围绕郑州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完成 127.2 亿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工作总格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古荥大
运河文化区建设为龙头，加快“四个片
区”建设，加快“五旅融合”发展，着力打
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
快建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区、生态宜居
宜业旅游城”，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贡献惠济力量。

本报讯 近日，
高新区慈善总会携手
市中医院来到春藤社区开展“慈善光明
行”活动。此次活动主要针对辖区老年
人的眼病进行义诊，当天共完成了 30 位
老年人的眼部检查。
据了解，让患者重见光明，是“慈善
光明行”活动的宗旨。本次眼病义诊活
动，如果困难家庭成员患有白内障同意
做手术的，
除去社保的费用，
慈善总会也
会给予一定的善款。
当天除了有白内障免费筛查，春藤
社区工作人员还把社区先天性心脏病新
生儿家庭的资料递交给区慈善总会。下
一步，
将由专业机构实施精准帮扶。
郑报融媒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