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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生生实实事事办办得得咋咋样样，，1122部部门门应应考考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推动本年度民生实事落实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

俊) 2015年快要结束了，
本年度民生实事办得咋样
了？16日，市人大常委会组
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市人大代表，对12个政
府部门承担的2015年度民
生实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
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

主任王顶岐强调，专题询
问是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
法、加大工作监督力度的
重要举措。开展民生实事
实施情况专题询问的目
的，一方面是推动全市2015

年度民生实事落实，全面
提升政府公信力和群众满
意度；另一方面是通过开
展专题询问和沟通交流，
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政府

在改善民生方面采取的措
施及工作的进展，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度和
认识度。

市委常委、副市长杨
洪涛表示，就民生实事实
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是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人为
本、高度关注民生、依法履
行职能、创新监督方式的
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政府

及各部门增强履职能力，
狠抓工作落实、提高群众
满意度意义重大。政府部
门要虚心听取专题询问意
见，更加自觉地接受市人
大常委会监督，更加积极
地支持人大常委会委员、
代表依法履职，全力以赴
把各项民生实事抓紧抓
好。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交
运局、市文广新局、市卫计
委、市环保局、市体育局、
市城管局、市房管局、市公
用事业局等12个部门参加
了应询。去年12月底，市环
保局、住建局等10部门曾
就大气污染治理情况接受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这是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进
行此类专题询问。

淄博市卫计委主任张鲁辛
介绍，淄博新区共规划三所医
院，分别是淄博中心医院西院
区、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
淄博市中医院东院区三所医院，
将增加床位4000个。

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占地317

亩，建筑面积33 . 9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2000张。医院建成后将成为
淄博新区一所集医疗、康复、科
研教学于一体的综合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占地
147 . 7亩，建筑面积16 . 9万平方米，
设置床位1000张。建成后将是一
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
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淄博市中医院东院区项目
也在紧张筹备中，该项目占地205

亩，建筑面积15 .4万平方米。

淄淄博博新新区区将将建建设设三三所所医医院院
各部门2015年度民生实事基本落实，代表发问更具针对性

淄博市住建局：年底前超八成建制镇建成区污水有效处理

市住建局局长王树银介绍，
今年全市新增污水管道37 . 77公
里，雨水管道32 . 2公里，改造雨
污混流25 .45公里。完成了张店面
粉厂东侧排洪沟及污水管道、淄
河大道至双杨污水处理厂污水
管道等工程；东四路污水管道建
设目前已开工。目前，淄博市城

市污水处理厂有14个，日处理污
水87万吨，现在城区污水处理率
达到95%以上。

镇村污水处理设施方面，46

个镇实现污水有效处理，10个镇
的项目在建，年底前80%以上建
制镇建成区实现污水有效处理。
266个新型社区基本实现污水处

理，对农村分散居住的2300个村
的38万农户进行旱厕改造。

全市58个镇全部设立了环
卫机构，按标准设置管理人员，
配备作业人员，目前全市镇村两
级有环卫管理人员2181人、保洁
人员12763人，基本实现了全市
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淄博市城管局：

主城区全部使用

无烟烧烤炉具

淄博市卫计委：

市中医院东院区

项目正在筹备中

淄博市教育局：今年新建、改扩建幼儿园55处

淄博市教育局局长赵新
法介绍，今年全市新建幼儿园
11处，改扩建幼儿园44处，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9%以上。

目前，淄博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99%以上，高出全省19个
百分点。全市幼儿园792所，共
有学位127230个，2015年全市在
园幼儿115930人。因此，全市范

围内的幼儿园学位整体数量
是充足的，“入园难”现象主要
体现在入优质公办幼儿园难。

从全市幼儿园收费情况
看，每月收费600元以下的幼儿
园693处，600元以上的99所，
1000元以上的15所，“入园贵”
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城区部分
民办幼儿园。

淄博在2011年至2013年实
施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以来，2014年起又率先在
全省启动了淄博市第二期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今年是
二期计划的第二年，2 0 1 4—
2016年全市计划新建、改扩建
202处普惠性幼儿园，目前已经
完成138处。

市人大代表就民生实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本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专题询问中，人大代表就各自关心的民生问题向各部门一把手发问，而部门一把手也是有备而来，回答都比较
流畅，部分人大代表表示，询问形式有利于促进部门工作，对提升群众满意度有积极意义。

淄博市城管局局长刘丙伦介绍，露
天烧烤油烟污染，是市民关注的热点，也
是城市管理的难点。今年以来，淄博市城
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集中对主城区露天
烧烤进行治理，目前共更换使用无烟炉
具420台，主城区的露天烧烤全部使用无
烟烧烤炉具。

城管部门首先在主城区采取市区两
级财政适当补贴的形式，推广使用无烟烧
烤炉具。同时，在治理过程中，对不符合条
件或继续使用传统炉具的119家烧烤点依
法取缔。

淄博市人社局局长孙树仁介
绍，今年淄博将大额医疗救助基
金最高支付限额提高了15万元，
城镇职工大病医疗费用补助最高
支付限额达到65万元。

淄博取消了按照20个病种补
偿政策，采取按照医疗额费用额
度补偿的办法，基本和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达到50万元。

淄博还调整城镇职工大病医
疗费用补助政策，补助比例由原
来的60%提高至70%，最高支付限
额达到65万元。预计1万多名参保
人受益。

孙树仁介绍，现阶段保障水
平与群众的期望值还有一定差
距。人社部门建议加大财政投资
力度，借鉴外地经验提高财政补
助标准。

淄博市人社局：

职工大病医疗
最高报销65万元

淄博市体育局局长翟慎政介
绍，今年，淄博市体育局将全民健
身工程建设重点确定为城市社
区。目前，淄博共建设97个城市社
区健身工程，打造15分钟健身圈。

淄博市体育局筹资500余万
元对一些小区的的器材进行维护
和更新，明年将选择有条件的乡
镇(街道)筹划建设多功能全民健
身中心。

淄博市体育局：

打造15分钟

健身圈

淄博市环保局：建成区内20台燃煤锅炉整治完毕

淄博市环保局局长于照春
介绍，环保部门切实推进燃煤锅
炉淘汰工作，目前已经圆满完成
了全市工业燃煤小锅炉淘汰关
停工作。

淄博市环保局印发《全市城
市建成区燃煤锅炉整治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组织区县对辖区
内工业燃煤小锅炉开展摸底调
查，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对前期
摸底情况进行反复核实，确保调

查工作真实、准确、无遗漏。
淄博市环保局还联合市经

信委、市城市执法局加快推进工
业源燃煤小锅炉整治，这些部门
联合成立督导组，于7月13日-16

日对全市工业源及生活源燃煤
小锅炉清洁能源置换、关停淘汰
工作开展专项督查，及时发现并
帮助区县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
出现的问题。通过全市的共同努
力，城市建成区内20台工业燃煤

小锅炉(20吨以下)整治工作完
成。

下一步，市环保局将进一
步做好工业燃煤小锅炉整治
后期监管工作，督促相关区县
建章立制，切实加强日常燃煤
锅炉监管，定期开展跟踪督
查，巩固整治成果，严格执法，
严防整治工作反弹，实现燃煤
锅炉管理的严格化、规范化、
长效化。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年内新增更新公交车182台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翟
乃利介绍，交通运输部门大力
推动公共交通发展，年内新增、
更新公交车182台，开通了首条
纯电动空调公交线路，并集约
化改造了2条公交线路，调整延
伸7条公交线路。

交通运输部门还延长了中
心城区部分公交线路的夜间运
营时间，比如将2路车的末班车
发车时间延至20:40。

淄博还开发了“淄博公交”
手机APP乘车软件，市民可以免
费下载，实时掌握公交线路和

发车时间等信息。公交部门本
着“保城区、调区间、稳农村”的
原则，对公交客运线路价格进
行调整。加快推进城乡公交一
体化，目前正在编制公交发展
和线路优化规划，从根本上解
决公交发展体制机制等问题。

淄博市公安局：

全市已安装113套

身份证“满意拍”
今年市公安局投资100多万元推行

身份证“满意拍”，目前在全市安装了
113套设备，共拍摄证件照片47200余人
次。

据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市公安局在淄川、高新区、桓台试点
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标，在全市安装
了113套居民身份证照片“满意拍”设
备。群众在申办身份证时，可以通过操
作“满意拍”设备参与拍照过程，自助拍
摄人像，显示拍摄的照片，在多张照片
中选择最满意的一张。自推行“满意拍”
以来，全市证照质量实现零投诉。

淄博市文广新局：

今年扶持20个
非遗文化产品

淄博市文广新局局长周茂松介绍
了文广新局民生项目实施情况。今年淄
博提升农村文化大院780多家，文化小广
场970多家，提升农家书屋2049家。

今年送戏下乡四千余场次，为广场
舞人员发放音响设备两千多套，培训两
万多名广场舞人员赠送了千余套光盘。

今年，淄博还扶持了20个非遗文化
产品，扶持了40多名非遗传承人和民间
艺人，为22个镇(街道)配发演出设备。

淄博市房管局：

九成老旧小区
实施简易物业

淄博市房管局局长杨继明介绍，经
摸底调查，全市需要实施简易物业管理
的老旧小区846个，8995幢房屋，1887万平
方米，24 . 96万住户，占全市住宅总量的
22 . 6%，涉及30个街道办事处(镇、开发
区)，191个社区。

截至目前，淄博简易物业管理工作
已全面推开，张店、淄川、博山、临淄、桓
台、高青、沂源、高新区所有老旧小区已
全部实施简易物业管理。全市已累计实
施简易物业管理766个项目、1646 . 46万平
方米、受益住户22 .56万户，分别占总量的
90 .54%、87 .25%、9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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