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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十十六六届届人人大大五五次次会会议议开开幕幕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王震） 1月19日上午，威海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在威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大会应到代表335名，实到代
表295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
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孙述涛主持大会。

市长张惠代表市人民政府向
大会报告工作。报告分四个部分：
一、“十二五”时期政府工作回顾；
二、“十三五”时期的总体要求和
目标任务；三、2016年政府工作安
排；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张惠在报告中对2016年政府
工作作出安排。张惠在报告中强
调，“十三五”期间，继续大力建设
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政
府，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随后，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
主任董进友向大会报告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向阳在会上作了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马英川作了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会议还书面印发了《关于威
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及说明》、

《关于威海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关于2015年威海市和
市级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威海
市和市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威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
案)及说明》以及其他有关工作报
告和参阅材料。

1月19日上午，威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威海
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记者 王震 摄

本报记者 李彦慧

1月19日上午，威海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透露，2016年，威海
将为百姓办理九大类26项实事。
一大波“接地气”优惠，快瞧瞧你
能享受哪些！

创业就业

1、优化创业培训实训的机
制，实施新一轮的大学生创业
引领计划，完成创业实训5000
人。

2、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新
建3处市级示范实训基地；健全
职业培训体系，培养高技能人
才5000人以上。

3、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城镇新增就业3 . 3万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 . 5万人；
免费培训有就业创业需求的农村

居民3万人次。

社会保障

4、提高居民医疗保险财政
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90元提
高到420元。

5、以中医药为重点，扩大
基本医疗保险定额结算病种范
围，新增定额结算病种50个。

6、实施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健
身消费。

7、实施临时救助和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制度。

8 、健全完善养老服务机
构，新增机构养老床位3000张；
建设城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20
处，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失
智失能托养等服务。

9、实施残疾人奔小康工程，
为2 . 5万名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
和服务。

10、开工改造棚户区1 . 9万
户；新建公共租赁住房514套，新

增廉租住房租赁补贴80户。

扶贫

11、扶持130个省定扶贫工
作重点村建设产业开发项目，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2 . 1万人。

1 2、加大对家庭贫困学生
的助学力度，资助2 . 1万人次。

环境

13、完成市区28个旧生活区
环境综合整治。

14、完成157个村环境综合整
治，实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
造9 . 8万户。

15、对326个村实施饮水安全
工程，改善16万群众饮水条件。

智慧城市

16、加快推进市民卡工程建
设，免费发放市民卡50万张。

1 7、建设全市人口健康信
息综合管理平台，基本实现医
疗机构电子病历、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数据互联互通。

绿色出行

1 8、继续推进智能公交建
设，实现中心城区电子站牌全
覆 盖 和 到 站 信 息 手 机 实 时 查
询。购置140辆节能环保型公交
车，新建公交候车亭200个。

19、中心城区新开通3条公
交 线 路，优化调整 2 条公交线
路；整合环翠区、文登区、高区、
经区、临港区公交线网。

教育

20、优化中小学校布局，新建
学校9所，改扩建学校22所，新增
学位2 . 2万个。

21、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2所，新增学位3500个。

医疗卫生

22、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国医堂建设，新建25处中医
药综合服务区。

23、实施农村妇女宫颈癌和
乳腺癌免费筛查7万人以上，实现
目标人群全覆盖。

24、免费开展孕产妇产前血
清学筛查和产前诊断项目，开展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
查，并将筛查病种扩大到50种以
上，综合防治新生儿出生缺陷，全
面提升我市出生人口素质。

文化体育

25、完善提升400个基层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大院)；免费
送戏下乡500场。

26、建设镇级全民健身中心30
处，开工建设健身步道13条、47 . 8
公里，为市民提供休闲健身场所。

一大波“接地气”优惠来了

今今年年，，政政府府再再给给咱咱办办2266项项实实事事

点点赞赞““十十二二五五””剧剧透透““十十三三五五””
本报记者 许君丽

19日，威海市十六届人大五
次会议隆重开幕，市长张惠代表
威海市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报
告用朴实、简洁的语言回顾了“十
二五”时期及2015年工作，细致详
实阐述了“十三五”时期目标任务
以及2016年的工作安排。

■为“十二五”点赞

GDP年均增长9 . 8%

预计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超
过3000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
增长9 . 8%，人均超过1 . 6万美元；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49 . 7亿
元，年均增长14 . 3%。

引进各类人才12万人

引进各类人才12万人。新建

职业教育示范实训基地49处，培
养高技能人才4 . 4万人，入选首批
全国技能振兴百家城市。

对韩合作 先行先试

威海与仁川自由经济区被确
定为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
范区。实施关检合作“三个一”口
岸通关模式，开展电子口岸试点。

青荣城际铁路通车

威海着力突破交通瓶颈。青
荣城际铁路正式通车，去年完成
客运量456万人次，地方铁路去年
完成客运量244 . 2万人次。

“蓝天白云”年均328天

威海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省测蓝天白云”天数年均
328天，保持全省最多。

建设智慧城市

建成云计算中心和电子政

务、工业设计、公共服务三个云平
台，成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开通市民网，启动市
民卡工程。

■剧透“十三五”

面向未来五年，威海编制了
《威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 . 5%左右

“十三五”期间，威海在提高
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
基础上，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 . 5%
左右，提前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
的目标。

◎产业集群“3+4+3”

实施产业集群“3+4+3”发展
战略，培育壮大三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改造提升四大传统优

势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智能装备、
海洋生物、物联网三大未来产业。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68%左右

深入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坚持以人的城市化为核
心，加快推进“三个市民化”，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8%左右。

◎加快建设海绵城市

有序推动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场站等重
大工程项目，统筹布局地下综合
管廊、停车场等市政公用设施，加
快建设海绵城市，规划建设一批
商贸服务、文化休闲、体育健身等
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全面提升基
础设施现代化水平。

◎天蓝、地绿、水净、景美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
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环境空气质量在

全省率先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森林覆盖率达到45%左
右，共建共享天蓝、地绿、水净、景
美的美丽家园。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 . 5%以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
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8 . 5%以上，提前实现比2010年翻
一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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