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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2018 年省民生实事完成情况

通硬化路、
通客车、
通邮政

33 个贫困县
提前实现行政村交通脱贫
本报讯（记者 刘凌智）昨日，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我
省共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 5900 公
里，超额完成了年初承诺的 5000
公里的民生实事建设目标。
去年河南把“持续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列入重点民生实事，
兰考、新安、宛城、宁陵、范县、内乡
等 6 个县（区）被交通运输部、农业
农村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命名
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入选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成功创建“四
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10 个，
“四
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达到 17 个；
2018 年拟退出的 33 个贫困县提前
实现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
邮政的交通运输脱贫目标。
2018 年，河南农村公路建设
累计投资 112 亿元，其中对贫困地
区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达 75.3 亿元，

郑州高中外迁又有新动作

占总投资的 67.2%。河南通过农
村客运绕行、延伸和新开农村客运
环线等形式进行兜底保障，通过开
通赶集班、学生班等形式解决了周
期性出行需求；在客流较少、开通
班线较为困难的地区，开通了电话
预约班，车辆上门服务。2018 年
河南新增农村客车 376 辆，延伸、
调整、新增农村班线 194 条，新增
通客车行政村 761 个，河南农村客
运 线 路 实 现 覆 盖 100% 的 乡 镇 和
98.9%的行政村。
2014 年以来，河南累计建设
农村公路 5.3 万公里，截至 2018 年
底，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23.1 万公
里，名列全国第四。
2019 年，我省将确保年底前
实现全省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通
邮政和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客车
的交通脱贫目标。

扶轮外国语学校
高中部新校区项目获批

我省贫困村 10 千伏电网供电能力 3 年增加 1.64 倍

百户农民家庭
拥有家电数量增长超六成
本报讯（记者 张华）昨日，记者从河
南省政府 2018 年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
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电力公司
牵头负责的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
任务已圆满完成，我省贫困地区供电能力
大幅提升。一年来，省供电公司共完成 13
个贫困县、1235 个深度贫困村的电网改造
升级，完成兰考等 40 个电网已脱贫县的
1300 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升级，涉及全省
16 个地市、81 个县（区）。
随着 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
的完成，我省 53 个贫困县（含 4 个深度贫
困县）、6492 个贫困村和 1235 个深度贫困
村电网全面脱贫，顺利实现省电力公司提

出的“贫困县电网改造整体进度比脱贫计
划提前一年、贫困村提前半年完成”的“两
提前”
目标。
2018 年底我省贫困村 10 千伏电网供
电能力比 3 年前增加 1.64 倍，消除了用电
“低电压”和供电“卡脖子”问题。全面实
现村村通动力电，满足了贫困村、贫困户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扶贫产业的用电需求。
随着农网供电能力提升，我省百户农
民家庭拥有空调、电热水器等家电数量比
农网改造前增长 60%以上。
2019年省电力公司计划完成3000个行
政村电网改造升级，
满足农村消费升级需求
和省内
“煤改电”
用户温暖度冬用电需要。

去年我省全面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152 万农村群众喝上
“干净水”
本报讯（记者 张华）昨日，记者从省
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我省全
面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完成
了解决全部深度贫困地区和 2018 年计划
退出的 33 个贫困县 233 个村的饮水质量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任务。
全省共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项目资金 31.56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资金 4
亿元，省级财政安排资金 5 亿元，市县整
合落实资金 22.56 亿元。到 11 月底，纳入
2018 年民生实事的 1146 个村的巩固提升

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其中深度贫困县、
深度贫困村 913 个，计划退出 33 个贫困县
的贫困村 233 个，受益总人口 152 万人，其
中贫困人口 35.8 万人。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2019 年全面完成规
划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任务，
2020 年完成扫尾工作。同时，进一步明确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责任，落实建设管护体
制、经费,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确保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得成、
用得好。

本报讯（记者 张勤）昨天，记者
从市教育局获悉，郑州高中外迁项目
又有新进展，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
高中部新校区项目已经获批。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创建于
1929 年，是我国铁路史上成立最早
的部立学校之一，也是郑州现代史上
较早的学校之一。2005 年 6 月学校
由铁路移交郑州市政府管理，易名为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成为郑州市
唯一一所集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
为一体的“十二年一贯制”公办外国
语学校。
学校目前位于东三马路，毗邻商
代古城遗址，
地处火车站商圈。
根据管城区设置的高中外迁项
目用地规划显示，郑州市扶轮外国语
学校高中部外迁用地位于梦想路南、
希望路北、春华路东、文华路西，系南
曹小湖合村并城项目，占地面积约
103.5 亩。

周日来郑报文化产业园
免费喝腊八粥
地点：中原中路 31 号原工
贸学校门口
本报讯（记者 程国平 徐富盈
实习生 田欣妍 程天 张春艳）
“过了
腊八就是年”，1 月 13 日早上 6 时 30
分，郑州报业集团将联合郑州市老
干部大学、南关街“爱心粥屋”，在中
原中路 31 号郑报文化产业园（原郑
州工业贸易学校）门口处举办大型
施粥活动。活动现场将免费为大家
提供热气腾腾、清香诱人的腊八粥
和包子。
本次施粥活动全部食材均由南
关街“爱心粥屋”提供，当天早晨所有
来的人都可以免费喝到腊八粥。
“爱心粥屋”是一家公益组织，目
前在郑州市已经有 12 家分店，每个
粥屋从房屋、桌椅碗筷等基础设施到
食材、人工等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均
由社会爱心人士捐献。
记者了解到，
“爱心粥屋”志愿者
不仅将“日行一善，每天一元钱”作为
口号，更是将“每天节约一元钱，关爱
社会基层人士”付诸行动。8 年来，
他们的队伍已经由最初的 12 人壮大
到如今的 300 多人。这些志愿者每
天清晨 5 点多就到爱心粥屋开始忙
碌，为大家准备丰富多样的早餐：鸡
蛋、馒头、包子、粥等。他们不仅不索
取一分钱报酬，还拿出自己的一部分
工资投入到爱心粥屋。
“爱心粥屋”一名负责人表示，会
把爱心粥屋一直办下去，让爱心持久
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