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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改扩版10周年特刊

民生
亮点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民生是“人民幸福
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
生工作更是党和政府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烟
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民生工作，为了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 ,提升民生保障
水平，在广泛调研和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实施了
2020年度100项重点民生
项目。随着各项工作的快
速推进，一大批看得见、
摸得着的民生工程和民
生政策落地实施，托起了
烟台人民稳稳的幸福。

近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重
点民生事项工作专班获
悉，备受烟台人民关注的
100项重点民生事项又迎
来新的进展。截至 1 0月
底，100项重点民生事项
中已有30项提前完成年
度任务。

烟台“幸福答卷”沉甸甸
100项重点民生事项最新进展，截至10月底已有30项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1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全市累计开展就业培训
8 . 4万人次，提前并超额完成
年度培训6万人次任务。

2 .城市安全运行监测中
心：完成城市安全运行监测
中心建设相关的前端物联网
络、软件支撑平台和大数据
服务等建设，提前完成年度
任务。

3 .市应急指挥中心：完成
市应急指挥中心场所、基础
设施和支撑软件系统、安全
保障系统等建设，完成年度
任务。

4.实行门诊慢性病资格认
定线上办理：对符合门诊慢性
病认定条件的实现线上申报、
线上审核，完成年度任务。

5 .保障优抚对象及退役
士兵权益：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补助金、义务兵优
待金发放到位，提前完成年
度任务。

6 .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发
放住房租赁补贴9986户,提前
并超额完成年度9000户租赁
补贴发放任务。

7 .农村重点对象危房改
造：627户危房改造任务已全
部完工，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8 .农村改厕：2020年全市
户厕改造计划20939户，已完
工25211户，提前并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

9 .推进棚户区改造：开工
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792
套，提前完成年度开工任务。

10 .推进公益专岗扶贫：
公益专岗扶贫累计上岗10554
人，超额完成全年8000人上岗
任务。

11 .规范设置、建设村卫
生室：全市已完成112处村卫
生室新建(改扩建)任务，提前
并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12 .人员密集场所防冲撞
硬隔离设施建设：1359处人员
密集场所，现已完成730处，占
场所总数53 . 7%，提前并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

13 .落实全省消防装备提
升计划配套资金：市财政局已
批复全省消防装备提升计划
配套资金指标，待总队通知后
上交，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14 .优化市区公交线路：
累计新增、优化调整35条公交
线路,提前并超额完成年度新
增优化15条公交线路任务。

15 .S306海莱线海阳栖霞
界至杨础段改建工程：已完
工，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16 .G206威汕线龙青路口
至招远莱州界段大中修工程：
已完工，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17 .扩大城市管道天然气
覆盖面：累计新增管道天然
气用户39272户，提前并超额
完成年度新增2万户任务。

18 .社区绿地游园建设：2
处社区绿地游园建设完工，
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19 .扩大城市集中供热覆
盖面：完成新增具备供热条
件面积167 . 95万平方米，提前
并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20 .调引客水：截至7月6
日，累计调引客水23460万立
方米，已完成2019-2020年度
任务，比计划多调引1660万立
方米。

21 .美丽移民村建设：5个
美丽移民村建设已全部完
工，完成年度任务。

22 .综合办税服务厅入驻
市民中心：实现审核审批一
次办结，多部门联合业务一
窗办理，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23.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全
市农村美丽庭院建成7.6万户，
提前并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24 .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各县市区均已建立职
工法律援助机构，提前完成
年度任务。

25 .市区14条道路综合改
造提升：已完成化工南路、学
院西路、港城东大街、滨海东
路、上夼西路等14条道路改
造，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26 .部分省定贫困村实施
电网晋档升级、机井通电配
套工程：省定贫困村电网晋
档升级、机井通电配套工程
完成项目结算、转资工作，提
前完成年度任务。

27 .城乡公交一体化：全
市县域城乡客运公交化改造
比例已达79%，提前并超额完
成年度任务。

2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程：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42 . 6%，完成投资7亿
元，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29 .第四届烟台文化惠民
消费季活动：发放烟台文化
惠民消费券200万元，组织110
家企业加盟活动，带动文旅
消费1200万元，提前完成年度
任务。

30 .公益艺术培训 :实施
“一人一课”和与社会艺术培
训机构合约制，全年推出26
大门类，培训1 . 26万人次，提
前完成年度任务。

30项已完成重点民生事项清单

牟平五建小区(改造前）

居住：

住房租赁补贴“提标扩面”

作为烟台市2020年100项重点
民生事项之一，连年来持续推进的
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发放工作，捷报
早传。目前，已完成租赁补贴发放
9986户，提前完成目标任务。自今年
3月起，烟台将市区户籍家庭申请住
房保障的人均年收入上限，由原来
的29660元提高到35900元，保障面
积上限由原来的2人户40平米、3人
户50平米，分别提高到45平米和60
平米。

对新出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危房
及时纳入改造范围，2020年全市危
房改造计划627户，目前已全部完
工。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方面，全市
203个改造项目全部进场施工。31个
项目完成市政专营设施改造，47个
项目完成雨污分流，40个项目完成
公共楼道修缮，39个项目完成道路
更新，39个项目完成房屋外观修缮，
27个项目完成机动车停车位改扩建
设，12个项目完成便民市场、便利店
建设，8个项目完成社区用房建设。

出行：

14条主次干道全面改造提升

为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建设宜
业宜居宜游城市，增强基础设施保
障能力，烟台市对市区14条道路进
行综合改造提升。目前已完成化工
南路、学院西路、港城东大街、滨海
东路、上夼西路等14条道路改造。

市区人行过街天桥建设进度飞
快，大海阳人行过街天桥已完工，5
月28日正式投入使用；万达天桥主
体已完工；毓璜顶天桥主体已完工，
正在进行工程收尾工作。

积极优化市区公交线路，累计
新增优化公交线路35条。全力推进
城乡公交一体化，全市城乡公交一
体化比例已达到79%。

教育：

新建、改扩建学校49所

教育是民生之基，关系每个孩
子和家庭的未来。烟台市坚持筑牢
民生之基，把实事做实，启动实施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
程，累计开工新建、改扩建学校49
所。

继续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计划开工建设26处幼儿
园，目前累计开工25处，其中主体
完工19处(投入使用6处)。继续实施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进特
教二期提升计划项目库建设，已完
成新建或改扩建特教学校5所，已开
工或建成资源教室115个，资源中
心15个；做好烟台市适龄残疾儿童
入学情况摸排和安置工作，已实现

“应入尽入”；印发《关于第二期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情况的通报》，
督促各区市全面推进二期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各项指标，落实义务教育
阶段8000元生均公用经费和送教
上门补贴政策。

扶贫：

投入县级专项扶贫资金3892万元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
胜收官阶段，全市上下正抓好责任
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确保如
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市有
扶贫工作重点村的区市共投入县
级专项扶贫资金3892万元，用于支
持重点村建设产业项目、完善基础
设施等方面，确保重点村稳定脱
贫，巩固提升扶贫重点村脱贫成
效。

积极推进公益专岗扶贫，定期
调度各区市公益专岗工作进展情
况；进一步发挥公益专岗扶贫吸纳
贫困人口上岗的灵活性、适应性，对
因疫情影响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人
口，优先安排贫困人口上岗，截至10
月底，公益专岗扶贫上岗10554人。

开展农村贫困人口即时帮扶，
对即时帮扶户和脱贫不稳定户建立
半月调度制度。与成员单位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有针对性落实行业政
策帮扶措施。10月15日，“全国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中即时帮扶人口289
户588人，同步提供给相关行业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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