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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度全区重点民生实事
完成情况汇报

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现将 2019 年度重点民生

实事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新增城镇就业 10565 人。

（一）年度目标任务：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提供全方位

就业服务，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

员、退役军人、去产能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全区

新增城镇就业 10565 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3275 人，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655 人。

主要责任单位：区人社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教体局、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科

技局、区民政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财政局

（二）完成情况：2019 年全区新增城镇就业 13857 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0565 人的 131.15%；失业人员再就业 3450

人，完成全年任务 3275 人的 106%；困难人员再就业 690 人，完

成全年任务 655 人的 155%。

二、关于提高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

（一）年度目标任务：对全区 80 岁以上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其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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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百分点。

主要责任单位：区医保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各乡（街道）

（二）完成情况：积极开展参保高龄老人的住院补报工

作。对新政策公布前结算报销的参保高龄老人，逐个进行回

补计算，共回补 347 人 137548.19 元。从 4 月 1 日起全面实

现 80 岁以上老人按照提高后的标准住院就医直接结算，其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提高 5 个百分点。

三、关于实行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

（一）年度目标任务：实行 80 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制

度，80-89 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 50 元，90-99 岁老

人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 100 元，100 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

发放高龄津贴 300 元。

主要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各乡（街道）

（二）完成情况：2019 年，对全区 80 岁以上人员数量

进行排查摸底，我区 80-89 岁老人 5357 人，90-99 岁老人

636 人，100 岁以上老人 10 人。按照平顶山市民政局、平顶

山市财政局《关于做好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平

民〔2019〕61 号）文件精神：80-89 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高

龄津贴 50 元，90-99 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 100 元，

100 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 300 元。我区高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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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资金为 403.5 万元，已发放完毕。

四、关于开展妇女“两癌”筛查，完善产前筛查和新生

儿疾病筛查机制。

（一）年度目标任务：继续对农村适龄妇女、纳入城市

低保范围的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一次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

2019 年完成筛查 2000 人。继续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

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对筛查出的高风险孕妇进行免费产

前诊断。

主要责任单位：区妇联、区卫健委

相关责任单位：区民政局、区财政局

（二）完成情况：2019 年，我区妇女免费乳腺筛查任务

数 2000 人，完成 2002 人，筛查出乳腺癌 4 例；宫颈癌筛查

任务数 2000 人，完成 2003 人，筛查出宫颈癌 4 例，高级别

病变 11 例，低级别病变 5 例，两癌筛查项目圆满完成任务。

我区育龄妇女产前超声筛查 1614 例，产前血清学标本采集

1762 例；新生儿两病筛查 6797 例，筛查率 97.96% ，新生

儿听力筛查 6893 例，筛查率 99.35%。各项筛查服务工作圆

满完成任务。

五、关于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一）年度目标任务：对具有我区户籍或居住证，符合

康复条件的 0-6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开展康复救助，做到应救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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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单位：区残联

相关责任单位：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教体局、区人

社局、区卫健委、区医保局

（二）完成情况：已对 56 名具有我区户籍或居住证，

符合康复条件的 0-6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

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开展康复救助，做到了应救尽救。

六、关于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工程。

（一）年度目标任务：用 1年的时间，高质量完成农村

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农村改厕、畜禽粪便等农业生产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提升任务，将曹镇乡齐务村打

造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标杆。全年完成农村户用卫

生厕所改造 6809 户。

主要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区卫健委

相关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湛河分

局、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各乡（街道）

（二）完成情况：2019年，全区共计投入资金2100余万

元、6.6万余人次，清运垃圾4.7万余方，清理农村主要街道、

沟河路渠堆积和废弃畜禽圈舍的垃圾杂物等，大部分行政村

主要道路、沟河路渠等基本实现一眼净，农村生活垃圾清理

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全区共新建村内排水管网、沟渠22.6千

米，整治村内坑塘51个，恢复水生态环境，净化水质，美化

环境。累计新建改建小型广场游园32个，新建公厕6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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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墙面18.8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10.55万平方米，栽植

各类苗木2.1万株，农村面貌大为改观。曹镇乡齐务村被评

为全国文明村。共投入资金600余万元，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任务7661户，完成全年改厕总任务6809户的113%，全部顺利

通过市级改厕工作验收。

七、关于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一）年度目标任务：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坚持精准施策、标本兼治，依法科学治理大气污染，全年全

区空气优良天数完成市定目标。

主要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湛河分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工信局、区发改委、姚孟公安分局、

北渡公安分局、轻工路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

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区商务局、区财政局

（二）完成情况：2019年，湛河区优良天数186天（不

含沙尘暴特殊处理天数和臭氧超标损失的60余天优良天数），

位居全市第二位，PM10为97微克每立方米（2018年为108），

PM2.5为62微克每立方米（2018年为67），与去年同期相比总

体上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八、关于进一步改善居民出行条件。

（一）年度目标任务：打通湛南路东延、平湖路南延、

规划七路东段 3 条“断头路”。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不低于

5公里，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维护和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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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湛河分

局、区住建局、区财政局

（二）完成情况：湛南路东延工程征迁工作已完成，湛

河辖区内主路面已全线通车；姚新路（平湖路）改建工程征

迁工作大头落地，剩余 15 户正在征迁，北段已通车；规划

七路东段（开源路至新华路）征迁工作已完成，主路面已通

车。

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完成 5.35 公里，超额完成不低于 5

公里目标。加强对辖区内日常列养的 43 公里农村道路养护

作业，保障列养道路的畅通。

九、关于继续加大教育投入。

（一）年度目标任务：改扩建南环路小学，今年秋季投

入使用。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新建城乡

幼儿园 2 所，新增学位 450 个，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

的美好期盼。

主要责任单位：区教体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湛河分局、区财政局

（二）完成情况：投资 2055 万元实施南环路小学改扩

建工程，设计规模 18 班，已于 2019 年秋季如期竣工投用，

新增学位 270 个。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更多的普惠性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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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定普惠性幼儿园 3 所，其中曹东幼儿园教学楼工程已于

2019 年 6 月按计划实施完毕，正在进行室外工程施工，计划

2020 年秋季投用，设计规模 9 个班，新增学位 270 个；湾李

幼儿园建设工程于 2019 年 7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0 年 3 月

建成，秋季投用，设计规模 6 个班，新增学位 180 个。

十、关于加快区人民医院提质升级。

（一）年度目标任务：加强诊疗设备、特色专科、人才

队伍、信息平台等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较为复杂疑难危重病的诊疗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区就诊率。

主要责任单位：区卫健委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二）完成情况：2019 年，区人民医院引进外部资金对

医院门诊、住院综合楼重点科室和部位（含妇产科、检验科、

手术室、会议室）进行翻新改造，同时对内部设施和院内环

境、医院大门进行优化升级，优化就诊环境；深入辖区卫生

服务站为居民进行健康体检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

与第三方合作等方式购置了便携式 B 超机、心电图等设

备，部分病房加设了卫生间及相应的辅助设施，先后从市第

一人民医院、平煤总医院聘请多位专家定期到区人民医院坐

诊，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后，双方就技术交流、人才建设、

病例会诊、双向转诊等方面开展合作，制定并落实定期义诊

计划；分批次委派青年骨干医师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着力

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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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2019 年，各责任单位高度负责、精心组织、

狠抓落实，全区各项民生实事按要求基本完成。其中，新增

城镇就业任务和失业人员、困难人员再就业任务超额完成；

提高高龄老人医保报销比例政策和实行老年人高龄津贴制

度已全面落实；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工作全部完成；已对全区符合政策的 56 名残疾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进行康复救助，做到了应救尽救；农村人居环境

持续优化，农村户厕改造任务提前完成；大气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

儿园，已新增更多学位；区人民医院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改

善居民出行条件还需加大工作力度，加速推进。

2020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