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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实事 办得咋样
本报记者 带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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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安桥路西侧的幸福
家园小区，是一处包括经适房、
廉租房的新建保障性住房小
区，目前正处于最终收尾阶段。

“今年全市保障性住房开
工32个项目，达到14693套，已
竣工完成8430套。”刘扬水说，
在开工的项目中，城区凤凰宜
居佳园项目经适房、公租房、廉

租房共1549套；红西佳苑公租
房、经适房共560套；时星御德
新城廉租房、经适房共897套；
明苑二期共278套经适房；高新
区绿色家园保障房小区主体已
完工，包括经适房、廉租房、公
租房共648套；北湖新区顺河家
园共230套公租房、经适房。

为强化道路交通管理力
度，整治城区交通秩序，济宁交
警支队实行“支队长查岗、大队
长靠岗、中队长站岗、机关干部
加站高峰岗”的工作机制。

经过科学论证、合理规划城

区现有道路资源，建设智能化交
通体系，城区新建、改建灯控路口
22个，新增各种标识1100余面，新
上视频监控50个，电子警察20个，
主要道路机动车平均车速由20公
里/小时提高到40公里/小时。

截至目前，济宁市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一证通”已经确定
167家定点医疗机构。年底，全
市206万参保职工和居民可随
时到定点机构就诊。

所有系统正常运行后，这
些医疗机构覆盖了全市的一二

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参保人员只要拿着一个医
疗保险证，在任何一家综合定
点联网医院就医住院，不用办
理转诊转院和异地就医手续，
出院时只须支付个人应付的医
疗费，实行联网结算。

崭新的教学楼、整洁的大
理石地面、色彩斑斓的体育设
施……20日，当记者走进汶上
县郭仓镇中心幼儿园时，多少
有些震惊。“新幼儿园干净卫
生，教学设施很好，一年学费还
不到1000块钱。一位家长说。记
者采访中了解到，截止到目前，
汶上县共到位资金2148万元，
10处幼儿园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
“今年全市总投资12052

万元，完成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106所，在园儿童总数比上
年增加2 . 6万人。”济宁市教育
局副局长郝民说，在全市各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今年学前三
年儿童入园率达到76%，幼儿
园新建改建工程已经顺利完
成。

本报济宁12月20日讯(记者
姬生辉) 20日，济宁市2012

年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始面向全
市人民征集建议，市民可通过
电子邮件、网上留言、热线电
话、邮寄信件等多种渠道参与，
截止日期持续至12月31日。

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意见建议：拨打“12345”市长公

开电话或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征集活动办公室电话“0537—
2967288”；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
或发送电子邮件提交 (网址：
www.jining.gov.cn，邮箱：jnzfdc@
jining.gov.cn)；邮寄信函至市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活动办公
室(地址：济宁市人民政府督查
室，邮编：272019)；也可直接送

至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活
动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大楼1314

房间)，并署明姓名、职业、联系
电话、地址，以便沟通联系。

征集活动办公室对征集到
的实事项目及意见建议进行汇
总、筛选，初步拟定候选年度
民生实事项目，提交市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确定，按规定程序

公布实施。对另外一些事关全
局和群众切身利益、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在起
草提交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予
以采纳，或在今后政府工作中
予以吸取。意见建议中反映的
具体问题，将转交有关部门办
理。

城区建设经济适用房14万
平方米、新建公共厕所100所、
全市新建、改建幼儿园 1 0 0
所……今年初，济宁市政府公
开承诺2011年度为民办好十件
实事。即将岁末，今年的十件
实事办的咋样？20日，本报记者
连线了负责十件实事项目的
各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

城乡住房保障安居工程

城区建设经济适用房14万平方米，廉租房3 . 3万平方米，公共租赁
住房7 .2万平方米。为全市3000户农村困难家庭实施危房改造。

本报记者刘守善连线济宁市房管局副局长 刘扬水

优化城区交通环境

科学论证、合理规划城区现有道路资源，细化落实主次干道调
流措施，建设智能化交通体系，健全完善各类交通标识，城区新建、
改建灯控路口22个，新增各种标识1100余面，新上视频监控50个，
电子警察20个，主要道路机动车平均车速由20公里/小时提高到40

公里/小时。
本报记者黄广华连线济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刘晓波

建立市级医保结算平台

建立市级医保结算平台，参保人员可持《医疗保险证》到全市
各级医疗保险综合定点医院就医，实现费用统一结算。

本报记者王海龙连线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
处主任 刘学杰

幼儿园新建改建工程

全市新建、改建幼儿园100所，新增入园幼儿1万人，学前三年
入园率达到75%，努力解决“入园贵、入园难”问题。

本报记者姬生辉连线济宁市教育局副局长 郝民

扩大新农保覆盖面

新农保范围扩大到8个县(市、区)，国家和省级试点县适龄人
员参保覆盖率达到80%以上，市级试点县达到60%以上。

本报记者王海龙连线济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农村保险
处办公室主任 耿波

20日,任城区接庄街道北辛村
岳庆江老人来到了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所，领取养老金存折。“去
年我59岁交了100块钱，到今年11
月份正好60岁，以后每月存折上
都有养老钱。真是太好了！”

今年7月份,济宁已提前完
成了全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全覆盖。全市城乡居
民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全
部享受到中央财政支付的55元
基础养老金。目前,全市新农保
参保人数达到402万人,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近18万
人 ,两项试点工作养老金发放
率达到100%。

“以前是石棉瓦搭建的顶
棚，现在市场一升级，环境好多
了。”在新华农贸市场卖菜多年
的徐大妈对焕然一新的市场深
有感触。

为促进农贸市场提档升
级，济宁市连续3年将农贸市
场改造纳入为民所办“十件

实事”范围。济宁市商务局副
局长韦平说，目前新华农贸
市场二期、后刘和土城3处农
贸市场改造建设任务全部完
成，完成总投资 3 . 5亿元，实
际改造建设面积1 . 91万平方
米，超额完成市政府年初确
定的目标。

城区农贸市场改造工程

改扩建农贸市场3处、1 . 85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李倩连线济宁市商务局副局长 韦平

残疾人康复救助工程

为1000名残疾人提供一个疗程(3个月)的免费康复训练，为
2500名残疾人提供在乡镇(街道)康复指导站免费康复训练1年，
为1500名残疾人配发急需适用的基本康复器具。

本报记者曾现金连线济宁市残联康复部主任 姚萍

农村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

在部分县(市、区)统一组织对35至59岁农村妇女进行宫颈
癌、乳腺癌检查，提高农村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本报记者范少伟连线济宁市卫生局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科
科长 胡继民

20日下午，在济宁市第二
人民医院康复科康复训练大
厅，郑岩正在免费进行肢体康
复训练。尽管和常人还有点差
距，但是这对于郑岩来说已经
非常高兴了。

济宁市残联康复部主任
姚萍介绍，今年贫困肢体残疾

人康复救助任务已经完成，
5000名残疾人享受到免费康
复训练。目前，济宁市残联正
在对这项工程进行验收。济宁
现有持证肢体残疾人6 . 53万，
占持证残疾人总数的54 . 9%，
其中贫困肢体残疾人1 . 92万
人。

2012年为民办实事开始征集
市民可多种渠道提建议，截止日期：12月31日

汶上县汶上镇牛村村民
朱大娘今年10月份在乡镇卫
生院做免费“两癌”筛查时，检
查出宫颈病变，随后在汶上县
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共花费
7000多元，新农合报销70%，
朱大娘看病只花了2000多元。

“截止到2011年11月底，

济宁市四个项目试点县共计
筛查237215人，完成筛查任务
的102 . 3%。”济宁市卫生局妇
幼保健与社区卫生科科长胡
继民说，此外，任城区和高新
区在没有列入试点县的情况
下也主动实施适龄妇女专项
健康查体工作。

“我们买的猪肉来自哪个
屠宰场、批发商是谁等信息，
都能通过超市查询机查到。”
在大润发超市购买肉制品的
王先生通过凭证上的10位追
溯码轻松查到肉制品的信息，
明白消费。

商务部门将肉品质量信

息可追溯系统建设作为“放心
肉”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为群众消费“放心肉”提供保
障。济宁市商务局副局长韦平
介绍，目前已在城区选择8家大
型超市、3家农贸市场及4家肉
品专卖店，开展肉品质量安全
信息可追溯系统建设试点。

肉品质量信息可追溯系统建设

在城区选择8家大型超市、3家农贸市场及4家肉品专卖店，
开展肉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建设试点。

本报记者李倩连线济宁市商务局副局长 韦平

便民公厕建设

城区新建公共厕所100座
本报记者刘守善连线济宁市环卫处办公室副主任 杜炳龙

目前，百花公园、健身广
场东南角绿地等城区人流量
较大的地方，安置了不少生态
公厕。

“济宁市今年新建百座公
厕任务已经完工，其中市中
区、任城区各30座，高新区25
座，北湖区15座。”杜炳龙告诉
记者，今年公厕建设按照国家

园林城市的建设标准，在城区
统一安置了部分生态公厕，另
外还包括了飘香公厕、绿屋公
厕等多种形式。同时，济宁市
还对现有公厕进行了改造，旱
厕全部改造成水冲式公厕，还
增设了大量醒目的指示牌，在
方便市民生活的同时，也促进
了城市配套设施更加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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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康复训练。 曾现金 摄持医保证办理入院很方便。王海龙 摄 改造后的新华农贸市场。 李倩 摄

济宁市第一职业中专附属幼儿园学生在使用电子白板。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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