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似海 春意闹
春节景观氛围营造项目陆续完工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文/图）春节将至，市园林部门精心实施
的一批车站、广场和道路节点景观氛围营造项目惊艳亮相，营造了
浓浓的春意和年味儿。

2019 春节景观氛围营造项目主要涵盖车站、广场和道路节
点。目前，郑州站、紫荆山立交、金水路东路口、金水路未来路口、
河医立交、二七广场、金水路中道节点、中州大道黄河立交节点等
8个重要节点已完工，共摆放立体花坛8个、花球 21个、花柱 9根，
使用仿真花 50余万枝，地栽、地摆花卉 1600余平方米，角堇、甘
蓝、火焰南天竹等耐寒花卉13株，蜡梅、红梅、桂花、南天竹、苏铁、
海桐、小叶黄杨等绿植约220株。

此外，中原路（嵩山南路—百花路）、金水路（经七路—经五
路）、金水东路（民生路—农业南路）、高阳桥 4个路段还摆放容器
花卉 300个。另有部分景观氛围营造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将在春
节前陆续呈现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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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工人新春“述职”
本报记者 曹婷 文/图

自驾车：沿江山路向北直行按指示牌行驶可达

公 交：乘16路、18路、旅游1号线可达

火 车：外地游客可乘郑焦城际铁路到黄河景区站下车，免费乘坐该景区摆渡车到达

春节期间实景演出节目单

时间

2月5日至11日

演出内容

10：00《百贤拜祖》

11：00《桃园三结义》

14：00《百贤拜祖》

15：00《桃园三结义》

演出地点

炎黄广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
又将迎来己亥年新春，一个灿烂
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飞逝
的光阴里，写下了郑州黄河风景
名胜区浓墨重彩的一年。

这一年，景区实现了游客接
待和旅游收入“双增长”。在旅
游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的时代
背景下，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乘
势而上，不断创新，力求增强旅
游产品的多元化、休闲化、创新
化、体验性。去年“十一”长假，
风景秀丽的母亲河畔，开启了郑
州黄河文化旅游演艺新时代。

炎黄广场东侧，实景情景剧《桃
园三结义》在这里精彩首演。除
了欣赏这一演出，众多海内外游
客还被场面宏大的《百贤拜祖》
实景演出深深吸引。今年2月5
日至11日，这两场实景演出每
天仍将集中上演，海内外游客可
现场感受中华厚重的历史文化。

这一年，多个重点项目喜
报频传。百位中华历史名人雕
塑项目完工，大禹山改造项目、
水源地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气
垫船码头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
段。黄河风景名胜区南入口改
造项目顺利开工，生态环境提

升、干渠改造、砖雕文化展示苑
等项目完成可研编制。花卉基
地培育、停车场和游客服务中
心、数字黄河展示等多个项目
稳步推进。

湛蓝天空下，高达106米的
炎黄二帝塑像巍峨壮观；孔子、
孟子、庄子等百位中华历史名人
塑像群穿越历史隧道，播洒着睿
智思想的光辉；大禹、屈原、郑成
功等名人塑像让人油然而生爱
国情怀；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大
诗人塑像令人震撼……

漫步碧波荡漾的星海湖
畔，市民举家出游，尽情呼吸天

然大氧吧的新鲜空气；气势恢
宏的炎黄广场上，大型实景情
景剧引来如织游客；装点一新
的黄河地质博物馆内，孩子们
陶醉在科普游的浩瀚海洋……
春节长假将至，开启文化旅游
演艺新时代的郑州黄河风景名
胜区，诚挚邀请海内外游客前
来登高祈福，拜谒炎黄，欣赏演
出，品味文化，在母亲河畔喜迎
新春的到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即将到来的明媚春天
里，让我们并肩携手，再次出发，
一起奔向繁花似锦的未来！

登岳山拜炎黄祈福纳祥登岳山拜炎黄祈福纳祥 览黄河赏演出喜迎新春览黄河赏演出喜迎新春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诚邀海内外游客春节长假来欢天喜地过大年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诚邀海内外游客春节长假来欢天喜地过大年

●景区地址：郑州市黄河南岸 1 号 ●联系电话：0371-68222228 ●网址：www.hhsce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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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养老”保障制度优化升级
我省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省人社厅召
开新闻发布会，河南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合理保障各类群体养老待遇合理
增长，确保城乡居民“老有所养”。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上调

近年来，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快速发展，截至 2018年底，全省参保

人数为 5082.46万人，参保率达到 98.8%，

位居全国第一位。

1月 1日起，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由每人每月98元增至103元。

省人社厅要求，各地在省提高养老金
标准基础上，可根据本地实际再适当提高
本地区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相关增发待
遇力争2月份发放到位。

统计显示，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领取待遇人数 1512.8万人，全年发

放城乡居民养老金共计 193.35亿元，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 2009年的每

人每月 60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103 元，全

省 1500多万老年城乡居民每月都能按月

足额领到自己的养老金。同时，全省有 7

个省辖市、8个直管县（市），共 102个县级

单位在国家和省政府确定的标准上自行提

高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其中，最高的郑

州市已达到了每人每月195元。
在此基础上，我省出台《河南省关于建

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
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推动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

基础养老金调整向老年居民倾斜

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
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

为进一步完善“全民养老”制度，新政

明确要求，今后，我省将完善待遇确定机

制，即在中央确定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的基础上，省及省辖市、县（市、区）应当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财力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全省及

当地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建立基础养老

金正常调整机制。

今后，基础养老金调整，要在更加注重

公平的原则下，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社会保

障待遇增长。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调整情况，适时调

整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且，省及省辖

市、县（市）区在提高养老金时要对65岁以
上老年城乡居民倾斜。

最低缴费标准提高到200元

为鼓励“多缴多得”，我省要建立个人
缴费档次调整机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
低缴费档次标准从 100元提高到 200元，
其他档次标准不变。

今后，我省将根据国家要求和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动态调整提高最
低缴费档次标准。其中规定最高缴费档次
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缴费额。

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今后，我省要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

制。一方面，健全缴费和政府补贴的激励
机，引导居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我省拟
大幅度提高政府缴费补贴水平，并按照居
民缴费多少给予政府补贴，多缴多补。其
中，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参保居民，政府
将适当加大缴费补贴倾斜力度。不仅如
此，根据经济发展、个人缴费标准提高和财
力状况，今后我省还将建立缴费补贴动态

调整机制，合理调整缴费补贴水平。
为鼓励引导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特别

是年轻居民早参保，长缴费，不停保、不断
保，新政明确规定，在全省建立缴费年限基
础养老金激励机制，具体为：对缴费满15年
或累计缴费满20年后，每多缴一年，每月增
发基础养老金3元。

困难群众参保享受政府补贴

针对困难群众参保，新政也明确了帮扶
举措：对贫困人员和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

群体，保留每人每年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

和不低于30元的政府缴费补贴。并且，县

（市、区）政府应为贫困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

代缴全部或部分最低档次标准的养老保险

费。此外，在扶贫攻坚期内，我省还将逐年

提高贫困人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为推动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今年

我省要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

理，并且加快推进基金委托投资运营工作，

推动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各地积极探索建

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费补助制度，对

待遇领取人员死亡后能够及时报告并注销

养老保险关系的，由当地政府发放一定标

准的丧葬补助费。

钢筋绑扎、伸缩缝施工、桥面
防水铺装……29日刚过小年，记
者在农业路快速路全线的控制工
程——农业路大桥上看到，仍是
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如图）。正
在施工的工人，大多见到生人腼
腆得不知该说什么。但提到工程
进度、施工程序和个人的施工任
务等，他们各个如数家珍，对自己
的“年度工作”总结张口就来。

“去年9月7日，农业路大桥钢
梁顺利顶推到位，主塔完成了塔柱
施工，中旬铺装桥面板，下旬挂设
第一对斜拉索，为了节省工期，安
装桥面板和挂设斜拉索同时进行
……我去年主要参与主塔的下横
梁施工、安装72根斜拉索、湿接缝
的施工、铺装 440块桥面板……”
中铁大桥局农业路项目部第三架

子队技术负责人牛新凯说。
与牛新凯不同，46岁的钢筋

工赵月营只从事钢筋加工和绑
扎。他说：“加工钢筋是个技术
活，我一天能绑扎上百根钢筋，今
年做的钢筋自己都数不完，这已
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他干了多少活，我也就干了
多少。”被称为赵月营的“黄金搭
档”史本涛笑着说，我俩干的都是
钢筋工，这一年每绑一个节点我
俩互相确认，绝不放过任何一个
隐患点。

冬季桥上风大，工人们戴了
配发的加棉安全帽。记者在现场
看到，一些工人还带了“特配”，有
耳暖、围巾、口罩和棉手套等等。
赵月营穿了一件姜黄色的工作外
套，他认为临近过年，穿得鲜艳心

里亮堂。
为了保证按时完成工期，该

工程实行了 24 小时倒班制。赵
月营说：“进入腊月年味浓了，好
在干着活心里不慌，年底一回想
我去年的活儿圆满干完了，能对
得起项目、对得起自己。今年更
得干好收尾，力争把大桥修好，我
也来跑两趟。”

目前农业路大桥主体施工已
经全部完成，正在进行桥面附属工
程施工。据介绍，大桥按时完成了
工期进度，超额完成了年计划的
20%，以及建设单位既定施工目标，
现剩余总工程的8%左右。农业路
快速通道是郑州重点市政工程项
目之一，预计全线主线于今年4月
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将极大缓解郑
州东西向交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