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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商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张鸣

1 .投资41202 . 53万元加快县
第二实验中学、文昌实验学校南
校区宿舍项目建设，提供学位
3600个、床位7600个，为初中进城
提供保障；投资17955 . 67万元加
快县第四实验小学、第五实验小
学项目建设，提供学位3240个，巩
固 解 决 大 班 额 成 果 ；投 资
7059 . 72万元加快县第四实验幼
儿园、第五实验幼儿园项目建设，
提供学位1080个，提高公办率，缓
解入公办园难的问题。（责任单
位：县教体局）

2 .投资5952 . 47万元加快县
一中扩建项目建设，提供床位930
个、餐位1800个，改善学生住宿、
就餐条件；投资8413 . 78万元加
快县职业中专扩建项目建设，提
供床位1880个、餐位1000个，并改
善实习实训条件，促进职业教育
发展。（责任单位：县教体局）

3 .加大农村学前教育师资补
充力度，计划补充农村公办幼儿
园事业编制教师81名，弥补农村
幼儿园教师在数量上的不足；加
强干部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校本
培训，依托浙江大学开展干训师
训，提高队伍素质能力。（责任单
位：县教体局）

4 .落实校车财政补贴政策，
增加校车数量，优化校车运营线
路，方便学生乘车；按需实施集中
配餐服务，解决家长午间接送孩
子难题，增强教育服务能力。（责
任单位：县教体局）

5 .优化学校布局，完成22所
农村小学集中任务，促进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将镇街优化布局调
整后的闲置农村小学校舍优先改
建为公办幼儿园，不断扩大优质
公办资源，满足群众就近入好园
需求。（责任单位：县教体局）

6 .建立县人民医院远程影像
中心，方便群众就医；积极开展智
慧医院和互联网医院建设、预约
诊疗，改善医疗服务水平；上线

“健康商医”微信公众号，实现线
上预约挂号、问诊、缴费、电子健

康卡等；做好医疗电子票据试点，
推动启用门诊电子票据；微信公
众号开设健康科普栏目、公众号
查询核酸检测报告等，方便患者
自助查询。（责任单位：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院）

7 .落实完善医保惠民政策，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60
元，每人每年达到640元；进一步
落实职工长期医疗护理保险政
策，及时为职工长护险申请人员
核定待遇；启动居民长期护理保
险工作，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
人群，让更多群众得到实惠。（责
任单位：县医保局）

8 .加快建设县人民医院新院
区、县人民医院科研综合楼、县妇
幼保健院、县疾控中心等项目，进
一步提升商河县卫生健康保障水
平。（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9 .县人民医院综合门诊业务
楼投入使用后，增加近300张床
位；细化二级学科建设，临床科室
由17个增加到30个，护理单元由
17个增加到26个；引进飞利浦
UNIQFD20通用型血管造影系
统 、德 国 贝 朗 血 液 透 析 机 、
PENTAX高清电子胃镜等先进
设备，进一步提升医疗水平。（责
任单位：县人民医院）

10 .建成许商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综合业务楼、郑路镇卫
生院公共卫生综合楼并投入使
用，新增床位170张；开工建设玉
皇庙镇、龙桑寺镇、殷巷镇、白桥
镇、沙河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综合
楼。（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11 .开展“法援惠民生”系列
活动，办理特殊群体法律援助300
件以上；开设公证业务“绿色办
证”通道，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残疾人、产妇、病人等特殊办证人
群主动提供上门服务，保障特殊
群体办理公证业务“不跑腿”。（责
任单位：县司法局）

12 .为全县195名新中国成立
前和抗美援朝老退役军人建立荣
誉台账，在全县营造尊崇革命老
兵的浓厚氛围。（责任单位：县退
役军人局）

13 .将城乡低保、特困供养、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

境儿童、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
人等困难群众保障标准分别比上
年度提高10%；对镇街临时救助
备用金额度由1000元提高到3000
元；建设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
处，提升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

（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14 .投资50万元新建第2家泉

城书房并向公众开放，让广大市
民享受到家门口阅读的便利。（责
任单位：县文化旅游局）

15 .在市民服务中心建设一
座对外开放式快充站，有效解决
县域内用户电动汽车充电难的问
题。（责任单位：国网商河县供电
公司）

16 .实施公厕专项服务提升
行动，对城区69座公厕设施大排
查，对各类设施损坏问题进行专
项整改，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在西部新城区建设二
类公厕4座，完善城区公厕空间布
局。（责任单位：县城管局）

17 .新建户外劳动者驿站3
家，全面提升24家已建成驿站服
务能力，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
交警、公交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提
供有水喝、能热饭、可看报的临时
休息场所。（责任单位：县总工会）

18 .年投资1 . 5亿元，完成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仓主
体结构至标高25 . 6米的建设任
务；在城区北部新建2座日处理能
力30吨的生活垃圾转运站，对富
东农贸市场、商中河沙滩2座生活
垃圾转运站进行改造提升；将224
个村纳入农村垃圾定时定点上门
收运范围，实现农村垃圾定时定
点上门收运全覆盖。（责任单位：
县城管局）

19 .完善县镇村三级电商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电商直播基地3
处、电商服务站30个，组织电商直
播、“农特产品进社区”等活动不
少于6次。（责任单位：县商务服务
中心）

20 .建设1家省级工友创业
园、4家市级工友创业园、5家县级
创业园，带动农民工就业创业。

（责任单位：县总工会）
21 .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确保全年培训人数不少于

11000人次，不断提升劳动者职业
素质和就业能力。（责任单位：县
人社局）

22 .组织10场电商普及培训，
2场跨境电商培训，组织2场特殊
群体电商培训，开展1次商贸企业
统计业务培训，提升就业服务水
平。（责任单位：县商务服务中心）

23 .投资7051万元实施西城
区宝源街建设工程，解决食品桥
拥堵问题；投资10674万元实施富
民路排水及道路修建工程；投资
11044 . 1万元，对老城区道路进
行维修、延长；投资2169万元实施
商西路维修项目；投资5937 . 8万
元实施新兴街大修项目，改善居
民出行条件。（责任单位：县交通
运输局）

24 .投资17924万元实施商西
路建设工程，投资3776万元实施
苏家路建设工程，投资6144万元
实施孟西路建设工程，实施纬十
路建设工程、纬十一路建设工程，
投资3617 . 5万元实施振华路建
设工程，完善西城区路网，方便居
民出行。（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
局）

25 .投资3000万元（一期投资
1600万元）实施城乡公交客运站
建设项目，方便城乡公交换乘；城
乡公交线路票价在2020年基础上
下调17%，减轻群众交通出行负
担；城乡公交月票价格由原来200
元下调至180元，解决县城—乡镇
通勤人员出行问题。（责任单位：
县交通运输局）

26 .实施学校周边路网配套
工程，投资3830 . 4万元建设鑫源
路东延项目，投资2781 . 4万元建
设商东路北延项目，投资1145 . 1
万元建设老城区宝源街中段项
目，投资6121万元建设老城区人
民路项目，投资2904 . 4万元建设
老城区彩虹路东延项目，解决学
校周边交通拥堵问题。（责任单
位：县交通运输局）

27 .投资9700万元实施甜辛
路（付太沟—清源街段）拓宽改造
工程，提升道路通行能力。（责任
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28 .实行驻厂安全员服务项
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3家

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派驻驻厂安
全员，帮助企业识别风险，查找隐
患，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责
任单位：县应急局）

29 .推进安全生产监管对象
基础数据库建设，6月底前完成监
管对象基础数据录入9100家次。

（责任单位：县应急局）
30 .在县城区、国省道设置专

门校车停靠站点37处，解决校车
沿途停靠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31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亮剑

行动，进一步落实责任，加强对重
点产品、重点主体、重点区域的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有效防范食品
药品安全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巩固食品
安全示范街（区）创建成果，巩固
提升食品安全县创建成果。（责任
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32 .解决“上班族”办理产权
登记业务“请假难”问题，实行周
末“不打烊”制度；推行“预约定制
服务”，针对开发企业、银行等业
务量较大的群体，提供定制化服
务;推行房查“自助办”“网上办”，
引进“不动产自助查询机”，申请
人也可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济
南市）线上申请办理，使全县不动
产登记迈入“自助查询”时代，并
即将设置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
实现查询业务24小时自助办理。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另外还有53项“为民办实事”

内容，包含“提升窗口服务质量”
“推动工业发展”“聚力双招双引”
“推进乡村振兴”“强化城市建设”
等项目。

商河县首批85项“为民办实事”
项目清单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商河县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各部门单位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制定了“体察民情谋发展·心系群众办实事”事项清单，现将县直各部门单位第一批
85项县级层面办实事事项清单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其他事项可扫二维码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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