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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去去年年227799件件提提案案件件件件得得到到答答复复
71件提案所提问题已解决，其余大都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侯
峰 通讯员 孙文献 郭泉浩) 5

日，记者从泰安市政协获悉，2013

年立案的279件提案于2013年10月
份全部完成答复工作。71件提案所
提问题得到解决和基本解决，占立
案总数的25 . 5%。

2013年，委员共提交提案351

件，提案审查委员会立案279件，
其中党派团体提案73件。其中 ,经
济类53件，占19 . 0%；城建环保类
80件，占28 . 7%；文化教育类52件，
占 1 8 . 6 % ；医药卫生类 2 1件，占
7 . 5 %；政法劳动人事类 6 5件，占
23 . 3%；宗教统战类8件，占2 . 9%。
截至2013年10月份，经过77家部门
和单位的认真办理，答复工作全
部结束，提案所提问题解决和基
本 解 决 的 7 1 件 ，占 立 案 总 数 的
2 5 . 5 %；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的
191件，占立案总数的68 . 4%；因条
件限制或政策规定不能解决及留
作 参 考 的 1 7 件 ，占 立 案 总 数 的

6 . 1%。未予立案的6件建议作为委
员来信转交有关单位予以办理。

泰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洪峰，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云鹏分别对市政协主席会议确定
的10件重点提案和10件重要提案
亲自阅批，对办理落实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市政协围绕市委、市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
促进提案的落实。民进泰安市委、
泰安市工商联《关于加快我市文化
产业发展的建议》，农工党泰安市
委和张甲太、王波委员《关于加快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等提
案，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关注，
太阳部落景区、泰山宝泰隆旅游度
假区地下漂流项目、刘老根大舞台
演艺剧场、泰安文化艺术中心泰山
大剧院等重大文化旅游项目相继
竣工运营，全市形成了文化旅游资
源有效开发、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的
良好局面。

据介绍，2013年市委市政府十

大民生实事全部在提案建议中得
到体现。同时，政协也鼓励党派团
体和政协委员结合自身实际深入
调研后提出意见和建议。社会化养
老问题被民革泰安市委、民盟泰安
市委、民建泰安市委、九三学社泰
安市委、致公党泰安市委和10多位
政协委员关注，形成了《关于推进
我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建议》，此提案被市政协主席会议
确定为重点提案，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的意见》，以养老项目建设为载体，
与社区建设、政策扶持、市场机制
相结合，有效推动了全市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市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的提案、承办
单位和多年从事提案工作的个人
进行了认真评选，在本次大会的闭
幕式上将对30件优秀提案、20个提
案承办先进单位、30名先进提案工
作者予以表彰。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薛
瑞 ) 关心泰安的事情，就是关心
自己的家园，就是关心自己的未
来。政协第十二届泰安市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于1月6日至9日召开，
泰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于1月7日至10日召开。

“两会”期间，本报开通“我给两会
捎个话”栏目，邀请泰安市民说出
您的意见、建议、问题、心声……
您想说的，本报记者会帮您带到

“两会”上去。
本报将开通“我给两会捎个

话”栏目后，网友“张-鲁西”很快
在微博留言：“现在市内大部分公
交都已经换成新能源车，请问新
进的100辆公交中，可否先行更换
24路车？沿线老年人和小孩特别
多，现在天气很冷，车内没有空调
实在受不了。我的问题可以帮我
捎给代表么？”

绝大多数市民和网友，虽然

没有代表、委员的身份，但大家却
都有满腔热情，您有啥想说的都
可以告诉我们。本报记者将从中
选取，带给“两会”代表、委员。

“我给两会捎个话”栏目热
线：0538-6982110。本报微信公众
账 号 ：齐 鲁 晚 报 今 日 泰 山
(qlwbjrts)，腾讯微博账号：齐鲁晚
报-今日泰山。有啥想说的，您尽
管以各种方式给我们留言，记者
将把您的建议或意见捎给“两会”
代表、委员。或许您不经意的一句
话，将成为这个冬天里最温暖的
那缕阳光。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
者 梁敏) 5日，泰安市政
协委员、中国大汶口文化交
流促进会副会长、泰安市恒
信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传武来到丽晶广场酒店报
到大厅。今年他带来的是

《关于设立大汶河生态保护
红线的提案》，呼吁保护汶
河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保
证泰城饮水安全。

这是周传武第三次带
着提案上两会，他去年呼吁
加快汶河两岸新城区建设。
近几年市政府投巨资截流
蓄水，搬迁项目，清理污源，
对两岸进行生态规划建设，
已初步形成了大水面，大绿
地的壮观格局。

周传武说，保护好大汶
河确保泰城饮水安全是我
们每一个泰安人的责任。随
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工业园
区的向东向南拓展，已逼近
汶河。设立划定沿汶河两岸
的生态保护红线，出台相关
政策，采取有效措施，阻断
工业园区各种项目向汶河
渗透和蔓延。

周传武提议规划部门
进行专家论证，划定安全距
离，确定安全红线，设定永
久标识，纳入规划管理系
统，编入泰城规划条例。这
条红线可近似于环山路，山
城分界线，必要时也修一条
路，既是一条分界线，也是
园区发展的终点线，把工业
园和汶河湿地公园隔离开
来，划定安全距离(向东分
界线为京沪铁路，向南以地
处大汶口镇的大漕河为
界)，进行长期有效的保护，
从而让汶水更清，泰城更
美。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侯
峰) 5日，政协委员李慧在报到时
带来4件提案，除了一件与本职工
作教学有关，其他2件都是涉农的
建议。

5日，泰安市政协委员、民盟盟
员李慧带着4件提案来到丽景广场
酒店报到。李慧是泰安一中(虎山
路校区)的教师，同时也是该校的
团委书记。从事多年教育的她带来
的第一件提案就是关于改善和提
升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建议。

“从日常教学和新闻报道中发
现，少数青少年的心理素质不强，

尤其是受到挫折后的抗压能力不
强，如果不能及时弥补，很容易发
生极端的行为。”李慧认为，青少年
的心里素质教育的缺位，是导致上
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她建议学校加
大心里素质教育的比重，让青少年
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个人梦想，学
会感恩，敢于吃苦，勇于担当。

记者发现，在李慧带来的提案
中，除了一件涉及物业管理，还有
两份都涉及农村问题。一件是关于
提升和改善农村自来水水质的建
议，李慧说经过她的实地走访，发
现汶河沿岸的农村因为管线老化

和水质不达标，已经威胁到沿线村
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建议村民
打起深水井，吃上达标的水，环保、
水利部门加强监测，杜绝不达标水
的出现，同时由财政和村里分别筹
资，改善自来水管线。”

李慧的另一件提案是继续强
力推进“强村固基”工程的建议，

“强村固基”工程为群众好事、实
事，应当多措并举，下功夫搞好。

“应该脑子都用到扩大村集体收入
上来，引入和培养人才建设新农
村，培养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的
推进农村建设。”

政协委员周传武：

汶河两岸设生态红线
泰城饮水安全加屏障

我我们们帮帮您您把把建建议议带带上上会会
有啥心里话，可拨打本报热线6982110

5日下午，市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出席人员和列席人
员到丽景广场酒店
报到，并提交提案。

本报记者 赵
苏炜 摄

报到

政协委员赵风莲：

应把“失独”家庭
纳入救助统筹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
者 梁敏) “在我们身边，
有这样一群父母，年龄大都
五十开外，响应计划生育政
策，但因意外或疾病却让他
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由
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他们
只能独自承受内心苦痛，他
们该如何养老？”5日，泰安市
政协委员、市肿瘤医院副主
任护师赵风莲谈起了她《关
于“失独家庭”养老建议》。

赵风莲调查了泰安市
“失独家庭”的相关状况，提
到尽管国家和地方采取了
许多措施和办法，计划生育
特殊困难家庭仍然面临生
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
疗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困
难。“有80%的调查对象担
心养老问题。”她建议失独、
失能老人优先入住养老院，
建立独生子女特困家庭的
救助机制：在独生子女死亡
的第一时间，要对其家庭进
行慰问，给付国家补偿金；
对有特殊困难的独生子女
家庭进行救助统筹。

“在泰城，女方年满49

岁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可
获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每
人每月135元，合计每人每
年1620元。这个标准很大程
度低于本省其他兄弟市，如
青岛、潍坊、莱芜等地，每人
每月增长到了300元。”她还
提出了一次性补助金、增发
专项生活补助等建议。

除了物质上帮扶，她认

为“失独家庭”还应该享受
部分特殊待遇。比如贫困者
可优先安排保障房、将符合
条件的低收入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成员纳入城乡
医疗救助范围；对有再生育
意愿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
家庭，将其接受计划生育手
术及再生育服务的医疗费
用按照规定纳入支付范围；
鼓励和支持各级医疗机构
开通“绿色通道”等。

“在城镇职工中，经济贫
困的失独家庭不多，除少数
老人病、残外，泰安市每年每
人千余的补助，对城市失独
家庭的实际帮助已不大；也
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赵
风莲认为，最关键的是对这
部分人群的心理救助和精神
慰藉。“60岁以上的老人，心
理需求日以增加。渴望他人
关注，调节郁闷、压抑已久的
心境。”她呼吁发动公益组织
和社会志愿者，对“失独”家
庭进行结对心理干预、家庭
创伤治疗和关护疏导。

女教师带来四件提案，更关注农村问题

小特写

市政协委员周传武。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市政协委员赵风莲。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现现场场


	S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