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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822人人次次受受益益大大病病保保险险
2015年十件实事完成得如何，邀您来看看

2015年作为“十二五”
的收官之年，“十二五”期间
的发展规划都进入了收尾
阶段。今年两会期间，商河
县回顾了“十二五”期间在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
发展变化。本报特此开设

“回顾十二五”专栏，用五大
关键词细数商河的五年变
化。

关键词一：

涨

“十二五”期间，商河的综合
实力大幅度提升，生产总值、地
方财政收入、外贸进出口额等数
字持续上涨。据了解，预计2015
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75
亿元，是“十一五”末的1 . 8倍，年
均增长10 . 5%；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9亿元，是“十一五”末的
2 . 6倍，年均增长20 . 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
分别达到75 . 4亿元、1 . 1亿美元，
均比“十一五”末翻一番，年均增
长12 . 1%和13 . 6%。农民人均纯
收入13300元，年均增长12 . 4%；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06 . 1亿
元，年均增长21%。20万亩粮食
高产创建深入推进，就连粮食产
量，商河也在“上涨”。

关键词二：

变

“十二五”期间，商河县在政
府机构、财政体制、农村土地等
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列改革，使得
商河的很多领域都在“变”。据了
解，“十二五”期间，商河县稳步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不断深化，财政体制、国
库集中支付、投融资机制、公务
卡等改革进展顺利。扎实推进农
村综合配套改革，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
完成，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
系建设顺利启动。五年来，产业
园也在变化中通过完善园区规
划体系和功能布局，推进园区综
合配套改革，清理盘活闲置用
地，园区综合承载力明显提升，
被认定为“国家火炬济南环保节
能材料与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关键词三：

突破

2015年元旦期间，济乐高速
通车打破了商河没有高速的历
史；2015年9月末，随着德大铁路

的开通，商河结束了没有火车的
历史。“十二五”期间，新京沪高
速公路、德大铁路及引线工程建
成运营，两条省道改建一新，省
道316线升级为国道340线，长期
制约发展的交通瓶颈得到破解，
商河在交通运输方面实现了新
的突破。汽车客运站建成使用，
新建改建县乡公路716公里，通
过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验
收。在商河人眼中，现在的商河

“出得来，也进得去”。

关键词四：

70 . 1亿元

两会期间，商河县每年都会
提出新的“十件民生实事”，内容
涉及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据
了解，每年确定十件民生实事，
累计投入民生领域资金70 . 1亿
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9%。商河
县第二实验学校、两处实验幼
儿园和12个乡镇中心幼儿园全
部建成投入使用；在全市率先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扎实推
进精准扶贫，实现脱贫 1 . 4 万
人；12所乡镇敬老院均达到星
级认定标准，建成社会福利中
心和54个农村幸福院……一个
个数字、一件件实事都在讲述商
河的变化，也是70 . 1亿元民生投
入最大的体现。

关键词五：

生态

“十二五”期间，“生态”一词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2015年，
商河县已经通过了国家级生态
县的技术评估。据了解，12个乡
镇街道全部建成国家级生态乡
镇，市级以上文明生态村达到
8 1 7 个，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
县、省级生态县和全省水资源
规范化管理示范县。深入推进

“双创”活动，加强水系生态、城
乡绿化和环卫一体化建设，城
市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率和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全县
林木绿化率36%。生态化的商河
正在越来越美。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五五大大关关键键词词回回顾顾商商河河““十十二二五五””
高速铁路突破交通瓶颈，每年十件实事聚焦民生

此前，商河县曾经提出2015年“为民办十件实事”，如今，
2015年已经过去了，十件实事完成得怎么样了？记者对此进
行了梳理。

商河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图为商河县实验中学。（资料片）

实事1：

提升教育设施保障水平

完成情况：县二中实验综合
楼项目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竣
工申报工作；县文昌实验学校教
学综合楼、县第二实验小学实验
综合楼项目均已完成主体建设，
计划2016年9月份投入使用。

实事2：

加强卫生医疗保障服务

完成情况：2015年，共免费
为46484名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
健康查体，健康体检率达到74%
以上。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
一步完善，实行全市统一的收
缴、支付政策，筹资标准最低达
到460元（个人缴费最低标准为
80元，各级财政补助380元）。继
续实施大病保险工作，采取按医
疗费用额度补偿的办法，在居民
医保报销的基础上，个人负担的
政策内医疗费用超过1 . 2万元的
部分给予二次补偿，最高补偿限
额30万元。1-12月份，全县参保
人员住院医疗费用3 . 6亿元，居
民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 . 3亿元，
受益群众达11 . 9万人次，其中大
病保险受益6582人次。

实事3：
实施残疾人医疗康复救助工
程

完成情况：县残疾人康复托
养中心建设已通过质检验收，正
在进行设备安装等后续工作，力
争尽早投入运营。制定出台《商

河县贫困智力、精神残疾人医疗
康复救助办法》，全年已对310名
贫困精神残疾人实施服药补贴，
113人实施住院托养，并为100名
贫困精神残疾人提供每人每年
4000元的住院医疗救助，为60名
“一户多残”、“关、锁、流浪”、“三
无”（无监护人、无固定收入、无身
份信息）贫困精神残疾人提供每
人每年1 . 2万元的住院、托养和康
复救助。组织2次全县独生子女病
残儿医学鉴定，为26个申请县级
鉴定家庭提供了免费服务。

实事4：

提高就业服务能力

完成情况：农民工综合服务
中心服务机制不断完善，2015年
实现农村劳动力组织转移 974
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1900
人，城镇新增就业2196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2 . 4%，全县就业形势
整体稳定。

实事5：

全面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完成情况：2015年初，在龙
桑寺、韩庙、沙河3个乡镇组织实
施了乡镇水厂至村头二级管网
和村内管道改造工程。其中，龙桑
寺镇于2015年春节前实现城乡供
水一体化，韩庙镇和沙河乡于
2015年6月初全面通水，城乡供水
一体化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实事6：

改善交通出行条件

完成情况：村级公路网化工
程圆满完工，2015年投资4800万
元，修建道路长度80公里，三年
总计实施建设项目464个，新建、
改建村级公路539 . 6公里，完成
投资3 . 3亿元，顺利通过省交通
运输厅验收。油坊桥、左家桥2座
危桥改造工程已完工，总投资
367万元。银河路西段市政绿化
配套工程市政部分已基本完成，
绿化部分已完成道路北侧、高速
路出口南北段地形整理，道路通
行环境明显改善。

实事7：

实施集中供热扩容工程

完成情况：项目于2015年6
月份开工，10月底建设完成，新
建脱硫塔1所，配套安装了除尘
装置、石灰膏脱硫脱干装置、引
风机、高压循环泵和高压变频
器，改造除污器1台，新增供热能
力120万平米，集中供热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

实事8：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完成情况：商河县社会福利
服务中心已建设完成，目前正积
极与企业进行合作洽谈，将采取
公建民营、以医养老的形式投入
运营，打造成一所集养老、护理、
医疗康复等项目为主的综合性
养老中心。全县新建农村幸福院
34处、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
处，并全部投入使用。

实事9：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完成情况：2015年，商河县
法律援助中心全年共受理各类
法律援助案件 580件，结案 513
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约
127 . 4万元。积极组织开展全县
律师、法律工作者送法进社区、
进镇村活动，累计开展活动52场
次，解答法律咨询8000余人次。

加强与老龄委、妇联、共青团、残
联、工会等群团组织协作，建立
完善工作站，形成了对特殊群体
和困难群众的重点联动机制，群
众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

实事10：
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规范化
建设水平

完成情况：投资1279 . 44万
元，集中采购240升标准垃圾桶
10855只、密闭式垃圾收集车97
辆。截至2015年5月份，全县963个
村（居）全部淘汰了标准不一的垃
圾池、落地垃圾箱及三轮车等非
封闭式垃圾收运车辆，城乡环卫
一体化建设成果得到进一步巩
固提升。商中路公路绿地公厕、
电影院公厕、文昌公厕和农信公
厕4处公厕改造提升工程全部完
成，公厕外部环境及内部设施得
到有效整治，均达到一类水冲公
厕标准。

（注：以上工作进展均截止
到2015年12月31日。）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济乐高速连接线竣工通车。（资料片）

回顾“十二五"

商河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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