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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作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自
2007年民生工程实施以来，裕安区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把惠民生、解民忧、济
民困、保民利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
上，织密民生保障网，打造民生“升级版”，提升
群众获得感，以人民的“民意”擘画裕安民生改
善新画卷。

民生工程实施12年来，裕安区扎实推
进各项民生工程，用钉钉子的精神，补
齐民生短板，用真抓实干回应着群众
期盼。12年来，累计实施的民生工程
约60多项，投入资金达159 . 5亿元，
其中区配套资金达20 . 5亿元，惠
及100多万城乡群众。2019年，裕
安区继续实施32项民生工程，投
入资金31 . 5亿元，其中区级配套
资金3 . 2亿元，较上年增加0 . 86

亿元。今年以来，裕安区聚焦“七
有”目标，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
进人民福祉！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彰显民生“大情怀”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常务
副区长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
成员的高规格民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组办公
室设在区财政局，负责项目协调、资金对接等
日常工作，各民生工程项目牵头单位明确一名
或多名联络员。区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
会议安排部署民生工程有关工作，及时协调解
决民生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区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主持专题会议部署工作，并经常
深入一线调研、一线督查。区直各责任单位实
行“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强目标管理和责任
落实，为全区民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组
织保障。

强化大局意识。今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对
民生工作和民生工程持续高度重视，年初即召
开民生工程启动会，及早安排部署全年民生工
程工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对民生工
程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区直民生工程牵头单
位和各乡镇街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强化全区
上下“一盘棋”的大局意识，明确主体责任，铆
足力气，加快民生工程实施进度，确保民生工
程项目早完成，群众早受益，考核位于全市前
列。

强化整改意识。近日，省、市下发关于认真
做好检视整改民生工作和民生工程突出问题
的通知文件，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梳理2016年
脱贫攻坚全面实施以来民生工作和民生工程
存在的问题。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各区
直项目牵头单位和各乡镇街强化整改意识，把

检视整改民生工作和民生工程突出问题作为
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和“三个以案”警示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的重要内容。各单位主动作为，深度扫描，对
标对表，敢于暴露问题，切实整改问题。全区共
梳理问题26条，已整改15条，正在整改11条，涉
及12个区直部门。目前各单位正处于全面整改
阶段，分层分类制订“四清单”，健全清晰完整
的整改台账，针对民生工作、民生工程和对照
中央8个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与群众密切相
关的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制订切实有效的整改
措施。当下能够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
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明确阶段目标，持续
整改，解决一个、销号一个。

强化资金保障。区政府积极调整支出结
构，努力将新增财力向民生工程倾斜，把民生
预算作为刚性需求予以安排，今年配套资金
3 . 2亿元已足额到位。出台了《裕安区财政局关
于2 0 1 9年民生工程资金筹措有关事项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程审计监督实施
办法》，持续加强资金监管力度，委托第三方机
构不定期对民生工程资金支出手续和使用效
益等方面进行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价，确保每一
笔民生资金都用到实处。

强化宣传力度。印发《裕安区2019年民生
工程宣传方案》，通过报纸、网站、“政风行风热
线”、明白纸、公开信、条幅、标语、宣传车等传
统宣传方式结合新兴媒体、“互联网+”等创新
宣传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民生工程政策和
成效。印制民生工程宣传折扇、围裙、环保袋、
指甲剪等宣传品发至各乡镇和部门；开展“民

生工程一堂课”、民生工程黑板报进校园等创
新宣传活动；召开全区民生工程联络员业务培
训会；做实日常民调工作，夯实基础数据信息
采集，强化宣传成效，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民
生工程知晓度和满意度。

着眼民生，书写答卷，

织牢民生“保障网”

截至目前，裕安区实施的32项民生工
程项目中，已经有11大项(“四带一自”产
业扶贫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贫困残疾人康复、城
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就业创业促进
工程、农村电商优化升级工程、技工大
省技能培训工程、智慧医疗与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
棚户区改造)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补助补偿类项目按序时进度打卡发放；

培训类项目全部完成；建设类项目稳步
推进。
“扶贫工作”紧抓不懈。“四带一自”产业

扶贫工程完成特色产业扶贫园区建设任务75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6200户、开
展自种自养贫困户15145户；党建引领扶贫工
程落实驻村扶贫工作队办公经费176万元，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强村8个；资产收益扶贫
工程财政性投入形成资产1944万元、开展资产
收益扶贫的贫困村23个、带动贫困村村均增收
3 . 69万元和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777元；“四好”
农村路建设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任务508公
里已经全部完成；县乡公路大中修任务63 . 1公
里，已经完工60公里，完工率95%；农村危房改
造313户任务全部完工；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8处项目点全部完工，累计解决16690人
饮水安全问题；健康脱贫兜底“351”和“180”工
程累计发放资金1750万元；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保障学生61537人次，发放资金
2582 . 65万元；贫困残疾人康复完成精神残疾
人药费补助1709人和残疾儿童康复267人，超
任务50%；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完成案件审
批1121件，完成率111%。

“三农工作”稳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工程“三品一标”认证和带追溯二维码上市
目标任务各26个全部完成，快检数据上传完成
7944条，完成率89%；农村环境“三大革命”自
然村改厕任务12000户全部完成，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4个全部完成；美丽乡村建设16

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体
进度85%。

“创业就业”扎实推进。就业创
业促进工程全部完成，其中开发
308个公益性岗位、开发245个就
业见习岗位；农村电商优化升级
工程全部完成，其中创建省级农
村电商示范村2个、培育年网销额
超1000万元农村电商企业1个、培
育年网销额超100万元电商品牌2

个；技工大省技能培训工程全部完
成，其中技能脱贫培训664人、企业
新录用人员培训1635人、新技工系统
培养526人、退役士兵培训226人、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622人。

“社会保障”持续发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和养老智慧化建设养老服务补贴发放资金
905 . 2万元、新增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
5685平方米、1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6个乡镇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部完成，14个城市社区养
老服务站完成12个、1个养老智慧化试点示范项
目完成投资额60万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成
32 . 126万人，完成率120 . 5%；对31960人农村
低保对象应保尽保，累计支付资金9366 . 47万
元；特困人员供养实际保障8853人次，累计发
放补助资金4173 . 54万元；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实际保障350人，发放资金261 . 27万元；生活无
着人员社会救助根据实际情况应救尽救，实际
救助23人次，发放资金3 . 6万元；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实际救助12892人，发放资金583 . 55万

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际保障11060人，累
计发放资金516 . 67万元；城乡医疗救助直接救
助23321人次，补助资金2595 . 25万元；困难职
工帮扶工程任务70人次，完成72人次，发放资
金31 . 0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年缴
费完成率101 . 90%，发放养老金13682 . 03万
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111 . 55%，累
计支出资金43334 . 1万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补助25744人次，累计支付4619 . 9万元；妇幼
健康、计生特扶和职业病防治：免费婚检完成
率88 . 31%；儿童免疫规划完成率90 . 70%；计生
特扶实际保障666人次，实发金额299 . 94万
元；职业病防治收集监测信息完成697条，完成
率109 . 76%。

“教育文化”凸显品牌。智慧学校建设包括
义务教育小规模学校教学点23个、主讲课堂13

个、学生终端333个，该项由省教育厅统一招标
采购实施；学前教育促进工程中新建、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3所全部开工在建、完成2702人幼

儿资助和331人的幼师培训工作；已拨付义务
教育阶段公用经费金额7106 . 3万元，支付免费
教科书采购466 . 54万元，对2558人补助寄宿
生生活费，8月底全部完成了1 . 854万平方米校
舍维修改造任务；对153人发放中职学校国家
助学金15 . 3万元，对548人免学费补助62 . 58

万元；对 1 2 15人普通高中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182 . 25万元，免除普通高中学杂费1252人，补
助金额89 . 44万元；24个公共文化场馆按要求
全部免费开放，投入56万元完成文化信息共享
工程，开展297场送戏下乡和280场农村体育活
动，预计更新农家书屋图书1 . 68万册。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巩固提升。水环
境生态补偿5个项目已经提前完成2个，其余3

个稳步推进；水利薄弱环节治理三年行动11座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全部开工，完成投资额
75%；秸秆综合利用提升工程全部完成，包括1

个秸杆机械化还田示范片、1个秸秆固化成型
燃料生产点；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完成1972

套，完成率138%，基本建成任务完成928套，完
成率185 . 6%。

一枝一叶，情暖万家，

幸福生活“入画来”

“咱们村的房前屋后，村道巷道，广植树
木，栽种花草，挥手村回归乡村生态美，比城市
还美哩！”江家店镇挥手村村民刘国全说，现在
不管走在江家店的大街小巷还是村村通道路，
破厕所、破猪圈、草堆、垃圾已经基本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绿化、干净的地面和
群众的欢声笑语。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裕
安区全域化推进农村环境“三大革命”和美丽
乡村建设民生工程促进乡村振兴落地开花，凝

结成一个又一个温暖民生民心的美丽画卷：水
更清了、岸更绿了、路更宽了、屋更高了、夜晚
的村庄更亮了……20 17年以来，江家店镇以

“农村环境三大革命”为契机，对镇内垃圾、污
水、厕所进行全面整治。目前已建成一座污水
处理厂，管网总长为2800米，污水检查井70

口，改厕共计920户。村民赵登忠说，这辈子，我
哪儿也不想去，就待在自己的家乡，我热爱我
的家乡，我的家乡最美丽。

教育民生工程是阳光是雨露，用心滋养呵
护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不让一朵花儿凋
零。“我和妻子常年打零工，家庭收入低，只能
靠发展农业生产及水产养殖，生活过的不富
裕。儿子今年考上安徽中医药大学。我们全家
既高兴又忧愁，因为面临一大笔学费，帮扶联
系人得知我家情况后，帮忙申请大学生助学贷
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民生工程，让我不
再为孩子上学的事情发愁了！”方贵安说。方贵
安家住西河口乡河口村侯院组，家中五口人生
活，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正在读书的儿子，由
于父母均年迈多病，他自己患有严重的矽肺病
和风湿骨病。在教育民生的资助下，圆了他家
孩子的大学梦，如今他以乐观的心态与病魔作
斗争，一边积极治疗，一边饲养小龙虾，在低

保金和“四带一自”产业扶贫民生工程的
帮扶下，他过着安心而充实的生活。每
到傍晚十分，小村庄的路灯齐刷刷亮
起，方贵安就拉着老伴的手出去遛
弯、唠嗑，在乡村大舞台跳广场舞。
方贵安说，他相信日子会越来越美
好。

“我是狮子岗乡查婆店小学学
生，我叫刘亚，是一名留守儿童，
2017年秋学期我们学校实施营养
餐计划的，以前没有营养餐，家离的
远，奶奶岁数大了，中午没有人给我

送饭吃，经常挨饿，由于营养不良而
导致学习跟不上。现在好了，‘三菜一

汤’两荤一素一汤标准餐，天天不重样，不
仅吃得饱还吃得好，再也不挨饿了！爷爷奶

奶也不用再为我操心午饭了，到现在我还沉浸
在营养餐的幸福之中，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免费
的午餐！”刘亚小同学红润的小脸在柔美的阳
光下煞是好看。刘亚说，自己是贫困户家的孩
子，享受党和国家的“两免一补”，坐在宽敞明
亮的教师里，在老师的教导下汲取知识。放学
后，同学们在芳香四溢的校园里，有的在草坪
上背书，有的在塑胶跑道玩耍，有的在阅览室
里博览群书，有的在留守之家听老师讲故事，
开心极了。

“我就是托了‘电商’的福，有自己的网店，
把自家产的内山茶销往全国各地，现在‘线上+

线下’销售两不误，忙得不亦乐乎，日子也跟着
滋润起来。”独山镇南焦湾村的村民林先森说。
独山是以红色旅游和生态茶文化产业为主导
产业的乡镇，电商振兴乡村提升民生工程不仅
方便了群众的日常购物生活，更是让群众的腰
包鼓起来。在以前茶农的茶叶卖不上价，都是
采了茶草卖给小贩，小贩再把茶叶卖给炒茶的
茶厂，茶农只赚个采茶的功夫钱。自打电商振
兴乡村提升民生工程辐射到新农村，村民可谓

“当家做了主人”。现在，农户们可以通过网络
平台来销售自己的茶叶，有的贫困户为了脱贫
摘帽，在和沐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的宣传帮助下
更是大胆做起微商，一边开网店进行销售，一
边打理好自家茶园，让原生态的内山茶飞向千
家万户。“电商”提升民生春风吹遍裕安每个角
落，助力乡村振兴，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吹出
百姓幸福花。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不忘初心，方能回答时代之问；匠心守
之，才能给人民交上满意答卷。民生改善之路
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一个个
民生工程建设有序推进，一项项民生保障措施
有效落实，逐步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人民群众获得感明
显增强，裕安区交出了一张满意的民生答卷！

以以人人民民的的““民民意意””擘擘画画民民生生新新画画卷卷
————裕裕安安大大力力推推进进民民生生工工程程纪纪实实

刘刘为为义义 王王娟娟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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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生生工工程程让让农农村村道道路路更更畅畅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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