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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1月7日，记者从市十六
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获悉，

我市确定了 2020 年
20 件惠民实事项

目。这些惠民
实事项目分

别为：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让
群众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打造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7×24”服务模式，加快推进
“互联网+就业服务”。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各
类人员 3万人。对重点群体
开展就业援助，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4.1万人。

积极推进民生安居保障
建设，完成棚户区改造11360
套，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37
个、3万户。新增城市集中供
热面积230万平方米。

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全
市除近三年内拟纳入搬迁、
撤村并点和城区建设规划以
外的行政村基本实现通户道
路硬化。城区建成“生态街
巷”100条。

在公共机构、公共场所
和区域设置垃圾分类站点，
全域开展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清运、转运和处理，建成
垃圾分类示范区（市）1 个、

示范镇（街） 10个、示范街
区50个。

新增城镇中小学学位 2
万个。加快市驻地 10 所新
建改扩建学校工程建设；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 20所，新增
园位6000个。

在全市医院、镇（街）卫
生院建设微型消防站 94处、
老旧小区应急救援站16处。

完成造林绿化 3 万亩，
建成 2 个省级森林乡镇、20
个省级森林村居。

提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城市居民由每人每月
500元提高到 550元，农村居
民由每人每年 4320 元提高
到 5077元；城乡特困人员供
养标准提高到城乡低保新标
准的1.5倍和1.3倍。大力倡
导文明丧葬，对新建成的符
合相关建设标准公益性公墓
每处奖补 20万元；增加基本
殡葬免费服务项目，减轻群

众丧葬负担。

稳定解决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高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建立健全返贫监测预警
和动态帮扶机制，防止脱贫
人口返贫、边缘人口致贫。

为 35—64 周岁本市户
籍妇女提供三年一次的免费

“两癌”检查，2020年“两癌”
检查覆盖率达到年度目标人
群的80%以上。开展8000例
左右无创DNA产前筛查。

全面落实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年内资助学
生6万人次。

实施“牵手关爱”行动，
为 1000名 6—16岁农村留守
儿童提供亲情陪伴、心理疏
导、学业辅导等服务。

建成省、市级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示范区 11 个。推

进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建
设美丽乡村市级示范村 100
个。创建清洁村庄 400 个。
完成 170 个“美丽村居融媒
体建设”项目。

继续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年底前解决全市农村
饮水安全问题。50%的村庄
实现生活污水处理。

新创建美丽生态养殖场27
个；建设高标准农田16万亩。

完成马铃薯目标价格保
险参保面积44.8万亩。建设
完善为农服务中心 4处。组
织 243名省级注册科技特派
员开展科技扶贫政策宣传、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科技精
准扶贫活动。

开展文体惠民活动，举
办枣庄市第五届群众文化
艺术节系列活动、第四届
枣庄文化惠民消费季活
动、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完成 20 块社会足球场

地设施建设任务。

优化不动产登记办理服
务，办理时间压缩至 3 个工
作日内；加快一网通办建设，
上半年实现全市通办；进一
步推动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

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全领域
无差别“一窗受理”，实行“前台
一窗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
窗口出件”服务模式，畅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打通全市公
安网、政务服务网、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开通窗口端、手机端，通
过大数据核验实现群众办理户
口免提交证明材料。在公交、社
保、医疗、旅游等领域推行“枣庄
一卡通”。

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机
制，搭建企业端经营信用风险管
控平台，强化风险评估、管控和
预防措施，年内完成企业线上注
册认证1500家以上，信贷增量
撮合交易60亿元以上，着力缓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记者 杨军 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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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记者 孔浩 王龙
飞) 1 月 8 日，记者从市政协
十届四次会议上获悉，会议
期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
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建
言献策，踊跃提交提案。截
至 1月 8日上午 10：00，共收
到提案 346件，其中委员个人
及联名提案 326件，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
和政协专门委员会提案20件。

收 到 的 提 案 按 内 容 划
分，经济发展方面的提案 51
件，占 14.7%；科教卫体方面
的提案 67 件，占 19.4%；城
建交通方面的提案 73 件，占
21.1%；农业农村方面的提案
42件，占 12.1%；社会保障方
面的提案 35 件，占 10.1%；

文化旅游方面的提案 19 件，
占 5.5%；生态环境方面的提
案 28 件，占 8.1%；精神文
明、政法统战等其他方面的
提案31件，占9.0%。

综 合 本 次 会 议 提 案 内
容，委员们比较集中地关注
了推动产业升级，培育优势
产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抓好

“双招双引”，增强经济发展
动力；突出企业主体作用，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进创
新发展；提升城市建设和管
理水平，优化城市功能布
局，打造生态宜居城市；发
展现代高效农业，加快美丽
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巩固脱贫成果，抓好污染防
治，防范金融风险，打好

“三大攻坚战”；促进民生改
善，提高保障水平，加强社

会治理，增强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等方面的问题。

本 次 会 议 提 案 涉 及 面
广、内容丰富。大多数提案
调研深入、内容精炼、分析
透彻、建议具体，展示了广
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的责任担
当和时代风采。

大会期间，大会秘书处
提案组对提案进行了初审。
大会闭幕后，提案委员会将
进一步做好提案审查工作。
对立案提案，提案委员会将
会同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
公室，转交承办单位办理。
对未予立案的提案，与委员
协商后重新提出或作为意见
建议转有关部门参阅。对会
后收到的提案，提案委员会
将及时审查，立案后送交相
关承办单位办理。

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
共收到提案346件 晚报讯（记者 杨军 董艳）

日前，记者从市十六届人大第四
次会议上获悉，2019年，我市经济
增长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不断稳
固。2019 年，全市新增 8 家省级
工程实验室、6家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 26家院士工作站，我市实现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零”的突
破。全年共认定 78 个市级技术
创新中心、192 个科技型中小企
业。山东辛化硅胶等 4家单位入
选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共创建省级创业园 11 个。2019
年确定市重点项目 110 个，完成
投资 297.7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106.4%。共争取省重点项目 6
个，完成投资 26.28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118%。24个项目入选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二批
优选项目，累计入库 43 个，完成
年度投资54.3亿元。

企业上市再传佳讯，泰和科
技在深交所首发上市。改革开放
持续深化，发展动能不断积聚。
积极申创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
验区，搭建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共
发布需求 11.4 亿元，完成放款

9.59亿元。设立 17只市级基金，
总规模 253 亿元。全市共有 330
余家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有贸易往来。

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实施
方案，新创建省级示范村 14 个、
市级示范村 100 个，打造美丽乡
村片区33个。完成441公里农村
公路路网提升工程，有 3407个自
然村（居）实现“户户通”，行政村
城乡公交通达率 100%。完成农
村清洁取暖 8932户、农村危房改
造 407户、农村改厕 2.7万户。共
实施城建项目 87 个，完成投资
32.2亿元。新建改造39条城区道
路、68公里供热燃气管网，十电实
现向新城供热，城乡生态更趋协
调，发展质量不断向好。

全市 2.13 万党员结对帮扶
4.72 万贫困户，巩固提升 10.7 万
贫困人员脱贫成果。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4.9万人、实现就业困难人
员再就业 2506人，完成年度任务
的 116%和 139%。发放 1.8 亿元
创业担保贷款和 334万元贷款贴
息，直接扶持 756 人就业,带动
5563人就业。

2019年我市经济增长平稳
发展态势不断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