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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2018 年，福利多多的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阅读提示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商丘市人民
政府市长张建慧在向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较大篇幅放在了对改革和民生的关注上。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2018 年，
商丘人民将能享受到更多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生产总值增长 8．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实际利用省外资金增长 7%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城乡居民收入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完成省定目标。

福利红包——产业扶贫
实现扶贫车间由建设全覆盖到
使用全覆盖。
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乐为牧业等企业
搞好养殖单元下乡，注重向边远贫困
村倾斜。
加快 569 个村级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进度，实现多种扶贫措施对所有
贫困户全覆盖。
把土地资本转化为贫困户增收
的重要来源；把小额贴息贷款作为贫
困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

制定企业准入标准，新上项目必
须符合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
化发展要求。通过科技创新和“互联
网＋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传统产业
进行改造提升。

福利红包——乡村振兴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会、
文化和生态
文明，
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

福利红包——仓满食足
福利红包——健康扶贫

福利红包——综合扶贫

福利红包——钱足财多

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脱
贫致富本领。到 2018 年年底，力争 6
个贫困县全部达到摘帽标准，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脱贫。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
农民参股，让农民受益，让农民的“钱
袋子”
鼓起来。

福利红包——双气入户
完成 15 条道路供热管网新建改
造工程。加大燃气管道铺设力度，铺
设改造管网 100 公里，
供气总量 1.7 亿
立方米，
新增民用燃气用户3万户。

福利红包——
“小事”大办

福利红包——文化兴商

大力开展“厕所革命”和城市“四
治”
，新建公厕 30 座。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导发展民间工
艺，培育集创意研发、生产销售、文化
体验为一体的传统民间工艺品集散
区，
建设豫东民间小吃精品区。
继续推进文化下乡、农家书屋建
设、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
大力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商丘。
编制好大运河遗址后续保护规
划，启动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工作，逐
步建立隋唐大运河考古博物馆、古都
城博物馆、火文化、民俗文化等具有
商丘特色的博物馆体系。

严格各项防控措施，落实绿色化
施工组织方式，确保空气优良天数保
持在 210 天以上，PM10、PM2.5 浓度
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38 个贫
困村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建设。
每个县选取 30 个试点，实现垃
圾集中收集和污水集中处理，加大空
心村和农村“双违”治理力度。

福利红包——青山绿水

福利红包——三产升级

完成城区内河水系截污纳管、水
面扩增、河岸生态绿化和生态湿地建
设，
中心城区黑臭水体彻底消除。
对宁陵县清水河、睢县利民河、
虞城县中心干渠等重污染水体实施
综合治理，县城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2018 年，确保全市服务业“两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和
税收增长全部达到 20%以上。
中心城区重点围绕高铁枢纽商
务区、日月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古
城文化旅游创新创意区三大区域，形
成不以实现土地价值为目的，而以培
育产业为目标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用
“互联网+流通”
方式，
加快传统
商贸流通企业和市场升级改造步伐。

加快 2017 年度安置房项目建设
进度，中心城区在已开工 5.2 万套、
729 万平方米的基础上，今年再开工
6.4 万 套 、805 万 平 方 米 ；力 争 年 内
10900 户、125.6 万平方米建成入住，
确保被征收群众早日迁入新居。
3.4 万套公租房年底前分配 90%
以上。2018 年，全市计划实施棚户区
改造项目 41 个，尽快启动改造和安
置工作。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坚持居住小区功能配
套完善的要求，适度加大住宅用地供
应力度。
大力推进租赁住房建设，规范租
赁行为，适时推出限价商品房等措
施，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全面展开土壤污染防治，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分类实施农用地和
建设用地环境管控，开展化肥、农药
使用“零增长”行动，推进土地污染治
理与修复，提升土壤质量。

福利红包——生态和谐
完成黄河故道生态建设规划，继
续实施生态廊道、农田防护林、平原
沙荒造林、特色经济林等林业生态工
程，
全年计划造林 10 万亩以上。
发挥黄河故道生态涵养功能，统
筹推进森林、湿地、流域等生态系统
修复工程。

福利红包——高新尖精

福利红包——全维交通
确保商合杭高铁商丘段项目顺
利建设，开工商丘新区站和火车南站
站房工程，力争京雄商高铁商丘段上
半年开工建设；做好商丘航空港规
划，开工建设商丘机场，推进永城、民
权通用机场前期工作；加快沱浍河航
运工程建设。

福利红包——出行便捷
中心城区实施 112 条道路及管
网配套建设项目，做好梁园路、睢阳
大道、归德北路等“十纵十横”中的 8
条主干道工程，加快跨商合杭、京九

福利红包——教育为重

启动三大综合性公园和三大湿
地公园建设，确保 12 个便民公园、30
个街头游园建成开放，增加绿地 166
万平方米。
实施人民公园改造提升工程，使
其与高铁站北广场、绿轴共同形成良
好的城市景观环境，
带动周边发展。

福利红包——休闲有处

福利红包——居有其屋

福利红包——良田沃土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鼓励退役军
人和科技人员等创业，以创业带动就
业，
年内新增城镇就业 5.5 万人以上。
发挥创业孵化园区、高校科研资
源和研发优势，
为高校毕业生和在校大
学生提供创业场地、
补贴和指导服务。

做好中小学空间布局规划，推动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开工建设市回民中学、市第一实
验小学新校区，力争一中、一高新校
区秋季招生。
中心城区新建 35 所中小学，其
中梁园区 9 所、睢阳区 16 所、示范区
10 所；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确保县
城建有 2～3 所寄宿制高中，所有乡
镇建有 1～2 所寄宿制中学、2～3 所
寄宿制小学；中心村建有寄宿功能的
小学，利用农村闲置校舍，建设一批
幼儿园。

福利红包——家洁村净

福利红包——蓝天白云

福利红包——就业创业

福利红包——文化惠民
市文化艺术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开工建设市图书馆、市民中心和市委
党校新校区等项目，
完善城市功能。

福利红包——破旧立新
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打造“一网通办、一次办妥”政务服务
平台，提高网上审批效率，让信息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探索建立工业用地先租后让、租
让结合、
长期租赁等弹性办法；
在适宜
的区域探索按照被征用土地面积返还
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用于发展农村
集体经济，
增加被征地群众收入。

福利红包——健康无忧
继续推动全民参保计划，全面实
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持
续推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和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实施先诊
疗后付费结算机制。
全市建设 100 个社区服务中心，
改造提升 100 所敬老院，建成 1000 所
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福利红包——维护公平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加强社区
建设，推进老旧小区和无主管楼院的
提升改造工作。落实政治待遇、工资
待遇、基本养老、医疗等保障，提高社
区工作者工作积极性。

福利红包——安全有保
建立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加
强道路交通、建筑工地、消防等重点
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不断提升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

聚焦商丘两会

实施 9 种大病专项救治，全面推
行“先诊疗后付费”
和“一站式”服务。
完成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
任务。
推广睢县“防服减保”健康扶贫
政策和虞城县“四次报销”模式。

启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
产品保护区建设，新建高标准粮田 50
万亩，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20 亿斤
以上；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和都市设施农业，争创国家出口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示范区，促进农业大市向优质
农产品大市转变。

高铁 5 个立交工程建设，长江路跨京
九立交桥建成通车，实施北海路古城
西出口等 3 个高速出入口互通式立
交建设，推进道北、日月湖和先进装
备制造园区周边次干道和支路网规
划建设，完成 50 个路口渠化、80 个公
交港湾建设任务，强化道路和路口通
行能力，
建设停车位 3 万个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