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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幸福威海汇聚智慧凝聚力量

市市政政协协十十二二届届四四次次会会议议开开幕幕
孙述涛、张惠、董进友、赵熙殿出席 刘玉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剑作提案工作报告 任怀平主持

本报2月4日讯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威海市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月4日上午
在威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
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的市政
协委员，将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问题协商建言，共谋改
革发展良策。

市政协主席刘玉党，市政协副
主席张剑、任怀平、李淑芳、戚建
波、刘亚东、李丹、王汝壮、任慧春，
秘书长林治刚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中共威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孙述涛，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惠，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董进友，市委副书记赵熙殿到会祝
贺并在主席台就座。

刘玉党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威
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
告工作。他说，2014年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起步年，是我市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的重要一年。一年来，在中
共威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

常委会把握团结民主主题，贯彻改
革创新精神，围绕建设现代化幸福
威海，紧扣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
部署，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不断提升政协
工作科学化水平，为促进我市经济
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

刘玉党在报告中说，2015年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
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
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015年，市政

协要把握新机遇，肩负新使命，展
示新作为，更好地发挥协调关系、
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
重要作用。重点要做好五方面的工
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
思想共识；积极为深化改革、转型
发展献计出力；着力助推民生改善
和社会治理创新；努力推动协商民
主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推进自身
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张剑受政协第十二届威海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

告提案工作。他说，市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以来，广大市政协委员、
市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
会，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
工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积极通过提案履行职能。通过提案
办理，绝大多数意见和建议被采
纳，许多落实到市委、市政府相关
政策、发展规划和部门工作之中，
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

现状

高价门票成本地人旅游最大障碍
作为全国知名

旅游城市，威海每
年都吸引大量外地
游客来此游玩，仅
2014年 ,威海市旅
游业全年接待海内
外游客3288 . 65万
人次。但令威海本
地市民感到遗憾的
是，作为这个旅游
城市的居民，他们
并未因生活在这个
城市中而近水楼台
地享受到更多的旅
游优惠。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姜伟) 4日，记者
从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获
悉，2014年，广大市政协委员、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
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积极通过提案履行职能，共提出
提案218件，经审查立案216件，
截至目前，所有立案提案已全部
办复，办复率为100%。从反馈的
情况看，委员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为99%。其中，53件优秀提案受到
通报表彰。

总的看，提案内容丰富，针对
性较强。其中，委员们围绕推动产

业强市建设、加快现代服务业发
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提出提
案58件，就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等民生问题提出提案73件，就如
何加快全域城市化和市域一体化
进程、科学规划东部滨海新城及
老城区建设管理等提出提案56
件，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
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功
能等提出提案29件。

这些提案及时反映了关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为
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完
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建
议，推动了相关工作的改进，许多
具有宏观性、前瞻性的意见和建

议，被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采
纳并得到落实。2014年，威海市
政协评选出53件优秀提案，予以
通报表彰，充分发挥优秀提案的
典型示范作用，激励委员努力撰
写出高质量提案。

4日，市政协第十二届四次
会议开幕，政协委员们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向大会提交提案。据
悉，会议召开前近一个月，威海市
政协就给委员发出提案征集通
知，广大委员积极献智献策，截至
2月4日下午4时，大会提案组已
收到提案150余件，涉及城市建
设、教育、卫生、交通等多方面内
容。

去去年年政政协协221166件件提提案案全全部部办办复复
委员满意和基本满意率99%，53件优秀提案受表彰

▲政协委员们踊跃参政议政。 记者 陈乃彰 摄

市民孙女士是一位旅游爱
好者，经常到全国各地游玩，在
见识各地美景的同时，也会与各
地游客交流。不过，在介绍威海
本地旅游景点时，她大多只是能
说出旅游景点的名字，景点的实
际特色多停留在纸面上的介绍。

“威海的旅游景点我只去过刘公
岛和西霞口，都是单位组织活动
的时候免费去的。”孙女士说，威
海的A级景区很多，4A以上的也
有10多个，自己去的话，门票就
得一两百，要是外地来朋友，陪
同花销就更大了，要是景区能对
本地人优惠点就好了，能尽地主
之谊，也能见识更多的风光。

采访中，和孙女士一样希望
景区对本地人优惠的市民不在少
数。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威海
全市A级景区数量达到40家，其
中，4A级以上景区达12家，占全市
A级景区数量的30%，成为全省4A
级以上景区比例最高的地市。但
随之而来的，景区门票价格也比
较高。比如刘公岛景区，平时门票
价格为138元/人，虽然平时也有
搞活动减价的时候，但大多有时
间限制，优惠力度覆盖人群比较
有限。这就容易导致本地人对威
海很多知名景点并不熟悉，没有
办法更好的宣传威海，做威海旅
游的“传声筒”。

委员声音

建议旅游景区对本地人优惠
灶 政协委员 赵江

今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赵江提
出了《关于旅游景区优惠市民的建议》
的提案。赵江告诉记者，近两年，他比较
关注威海旅游行业的发展，“走遍四海
还是威海”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叫响，旅
游也逐步发展成为威海市的重要产
业。随着青威荣城铁的开通，威海的旅
游产业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目前，除政府投资的公园、博
物馆等景区对威海市民免费开放，以
及部分景区在特定的时间段开展些旅
游促销活动外，尚未系统地形成旅游
景区对本地市民免费或者优惠的长期
稳定的政策，这对威海市民主动参与、
积极推动本地旅游事业的积极性是一

个影响。再反观一些外地城市，不少著
名的旅游景区对当地人都有大幅的优
惠，比如，杭州西湖景区分文不收，但旅
游收入反而还高，吸引了很多人前去
游玩，有一些景区在周末对本地人优
惠，当地市民凭身份证只需10元，这就
容易促进本地人融入本地旅游推介。

赵江建议，威海应该借鉴国内许
多旅游城市的经验，出台一些优惠政
策，对本市居民及在威海工作、学习的
人士给予门票适当的减免；对陪同外
地游客参加旅游的本地市民免收门票
(可规定陪同人数)，形成一个长期、稳
定的政策，并告之全体市民，鼓励来威
的亲朋好友推介威海的旅游景点。

现状

普惠性幼儿园亟待增加数量和提升质量普惠性幼儿园兼具
“质优”、“价廉”特点，是
满足人民群众对学前教
育需求的主要资源。近年
来，威海加大了学前教育
投入力度，仅2014年，威
海就新增14所普惠性幼
儿园，增加139个教学班，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学位
4000多个。目前，威海基
本解决了“入园难”问题，
但普惠性幼儿园发展还
存在着经费不足，教师流
失等问题。据悉，幼儿教
师月均工资为1800元左
右，待遇低，工作负担重
等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

威海市教育局副局长韩文
斐表示，普惠性幼儿园由于兼
具“质优”、“价廉”特点，是满足
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需求的主
要资源。目前，威海农村基本实
现了“一镇一园”，农村公办普
惠性幼儿园基本覆盖。近年来，
威海加大了学前教育的投入力
度，累计投入6 . 37亿元，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100余所。通过新
建公办园、回收利用小区配套
幼儿园、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
等措施，基本解决了“入园难”
的问题，普及了三年学前教育。

但目前，在城区，普惠性幼
儿园还不充裕，就近入“质优价

廉”普惠园相对紧张，办园水平
也存在差异，优质的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尚
待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在保证
幼儿园基础设施修缮、办公经
费、教玩具配备、教师工资等方
面压力大，普惠性幼儿园幼儿
教师月均工资仅1800元左右，
乡镇幼儿园教师刚达到威海市
最低工资标准。待遇低，工作负
担重，许多年轻教师将幼儿园
教师作为临时性、过渡性职业，
工作积极性不高，教师队伍不
稳定，不利于学前教育事业的
长远发展。

委员建言

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建设力度
灶 政协委员 韩文斐

针对威海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存
在的问题，韩文斐建言，建立学前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学前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制度，建议财政按不低
于每生每年600元的标准拨付。加大
财政投入，补贴幼儿园经费。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幼儿园编内人员经费由
财政全额保障，其他公办幼儿园按
照办园规模、核定教师人数给予一
定比例的财政补助。加大困难家庭
儿童的资助工作力度。

创建“威海市城市学前教育示
范街道办事处”，通过财政奖励补贴
等措施，每处街道办事处都力争举
办一所省级优质示范幼儿园。加强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等，提供更多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发挥优质幼
儿园示范作用，采取“名园”带“弱
园”，“名园”办“分园”等方式，逐步缩
小区域、城乡和园际间差异，全面提
升办园质量。建立健全幼儿教师资
格准入和注册登记制度，不断提升
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建设一支数
量充足、综合素质较高、适应威海学
前教育发展需要的幼儿教师队伍。

韩文斐表示，增加数量和提升
质量是实现学前教育“保基本、广覆
盖，有质量”的必由之路，所以扶持
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已成当前重要的
民生工程。

本报记者 许君丽

本报记者 刘洁

让市民成为旅游的“传声筒”

政协委员建言提高幼师待遇
目前，普惠性幼儿园幼师月薪约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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