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前三季度区重点民生实事

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政府工作安排，现将今年前三季度区重点民生实

事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开展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

查。

年度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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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筛查，宫颈癌、乳腺癌各

完成筛查 2300 人，包括为筛查中需要做阴道镜检查的对象

免费进行传染病四项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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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完成孕早中期产前筛查覆盖率达到 55％以上，新生

儿“两病”筛查率达到 90％以上、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到

90％以上。

主要责任单位：区妇联、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相关责任单位：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总工会

完成情况：截止 9 月底，（1）全区完成免费产前四维彩

色超声筛查 1662 例,覆盖率为 108.91%（年目标任务为覆盖

率达到 55％以上）。

（2）全区共完成免费血清学产前筛查 1491 例,覆盖率

为 97.71%（目标任务为覆盖率达到 55％以上）。

（3）全区共完成新生儿免费 “两病”筛查 1261 例,筛



查率为 123.99%（年目标任务为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4）全区共完成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 1861 例,筛查率

为 121.95%（年目标任务为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5）全区共完成宫颈癌筛查 1569 人，完成 68.22%；完

成乳腺癌筛查 1625 人，完成 70.65%。（年目标任务为完成两

癌筛查各 2300 人）。

二、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年度目标：对具有我区户籍或居住证且符合康复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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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救助不少于 70 人，基本实现有需求残疾

儿童应救尽救。

主要责任单位：区残联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教育体育局、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区审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医疗保障局、

区乡村振兴局

完成情况：截至 9 月底，全区共有 98 名各类残疾儿童

接受康复服务（视力 3 人、听力 7 人、肢体 43 人、智力 33

人、孤独症 12 人），完成年度目标 140%（年度目标为不少于

70 人）。

三、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年度目标：对失养失修失管严重、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

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具备改造条件的

城镇住宅小区进行改造，全年完成改造 3006 户。



主要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民政局、区土

地分局、区规划分局、区财政局、平顶山市华辰供电有限责

任公司

完成情况:截止 9 月底，50 个老旧小区 3006 户改造项目

已有 12 个完成招标并进场施工，由大型国企中标参与，可

以进行统一管理，保障工程进度；其余 38 个项目目前正在

进行财政评审，待评审结束即可招标实施。

四、改善农村出行条件。

年度目标：坚持“建、管、护、运”并举，持续推动“四

好农村路”建设，完成 12 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任务。

主要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

完成情况：截止 9 月底，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已经区发改委立项批复，施工图预算财政评审工作进行中。

77.87 公里道路合并打包公开招标由中亚交建集团公司中

标，施工单位已进场开工。施工监理招标工作于 8 月 16 日

完成。苗张路、王庄至平桐路等已完成 6 公里水泥稳定砂砾

石基层，正在进行沥青混凝土路面铺筑工作，排水沟施工已

完成 2700 米。施工图设计审批及施工许可审批办理工作进

行中。

五、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级。

年度目标：提高农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完成 6 个

改造配电台区。



主要责任单位：平顶山市华辰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土地分局、区

规划分局

完成情况：截止 9 月底，增容 5 个改造配电台区已完工，

完成率超过 83%。

六、加强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维护改造。

年度目标：开展全区窨井设施隐患排查，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窨井设施进行更换改造，加大窨井设施日常养护力度，

2021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城市公共区域所有窨井盖确权建档

和专项整治方案的制定;6 月底之前对所有普查统计的窨井

盖统一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12月 31日前完成500个问

题井盖的整治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主要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局、区教育体育局、平顶山

市公安局湛河分局、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平顶山市华辰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联通平顶山市分公司

完成情况：截至 9 月底，全区各乡办完成区域绘制工作，

各行业部门完成全面普查录入工作，全区共录入窨井盖

17000 余个；与各个办事处进行对接，统计有 150 个无主庭

院，无主庭院窨井盖 1685 个。目前区管背街小巷正在更换

定制窨井盖，现累计更换防沉降球墨铸铁井盖 300 个，更换

球墨铸铁篦子 45 个。



七、完善社区功能，探索新型养老模式。

年度目标：投资 3400 万元，建设马庄街道办事处电力

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其中医养中心建筑面积 2412 ㎡，

养老驿站建筑面积 1100 ㎡，活动中心建筑面积 448 ㎡，年

底前投入使用。

主要责任单位：马庄街道办事处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民政局

完成情况：截至 9 月底，医养中心室外绿化护栏已经安

装完成，剩余植物栽种；活动中心二次结构和室外钢结构楼

梯已经完成；养老驿站油漆、门窗、开关插座都已完成，仅

剩余地面塑胶地板；室外消防主管道已安装完成；室外绿化

已经进场，原有地面已破除，垃圾清运完成；地面已夯实，

工人正根据施工顺序开始有序施工。

八、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年度目标：投资 2863 万元，建设曹镇乡坝外排水工程，

项目主要包括污水管网工程及排水沟清淤工程，其中污水管

网主线长 9223 米，清淤排水沟全长 9640 米，年底完成。

主要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湛源公司、曹镇乡

完成情况：截止 9 月底，已拆迁 121 户，剩余 10 户，

树木已砍伐 5595 棵；全线清淤完成长度约 9.54 公里，完成

清淤体积约 12.8 万立方米，占总体长度 99%，剩余曹西房屋

未拆迁段 100 米未清理；管道总长 11.9 公里，截止目前累

计完成管道 8.8 公里，占总体长度 73.7%；岸带修复共 8.2



公里，截至目前累计完后 3.9 公里，占总体长度 47.5%。

九、提升移动政务服务能力。

年度目标：配合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推广应用

“豫事办”客户端。

主要责任单位：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直各部门

完成情况：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全力配合做好“豫事

办”APP 推广应用，通过区政务服务大厅和各级便民服务中

心（站）易拉宝、LED 屏、宣传屏等方式大力宣传推广“豫

事办”APP。截止 9 月底，区政务服务大厅和 10 个乡、街道

及下属村、社区共悬挂宣传标语 58 个、张贴海报 300 余张、

发放宣传页 2 万余份、面对面宣传日平均 200 余次，新增“豫

事办”注册人数 15000 余人，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

年度目标：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建立稳定有效的乡

村教师补充机制，2021 年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 150 名，满足农村教师队伍资源配置需求；加快农

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2021 年计划实施完成 66 套农村教师

周转宿舍建设；持续推进城区学校建设，完成诚朴路小学、

新开元小学项目，开工稻香路学校建设；新建城区小区配套

幼儿园 3 所。

主要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财政局、区住

建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

完成情况：1.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建立稳定有效的

乡村教师补充机制。2021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 150 名，经过笔试、面试、体检、考核、培训等环

节，最终招聘 147 名教师，已上岗。

2.加快推进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2021 年计划实施关

庄小学、五虎刘小学、曹镇中学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建设套

数 66 套。截止 9 月底，关庄小学 6 套、五虎刘小学 12 套、

曹镇中学 48 套已全部竣工投用。

3.持续推进城区学校建设。截止 9 月底，诚朴路小学已

投入使用；新开元小学教学楼已具备投用条件，预计 10 月

底可竣工交付使用；稻香路学校（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4.加快推进城区幼儿园建设。2021 年计划新建的益宏宏

天地、城市之光、胡杨路安置小区等 3 所城区小区配套幼儿

园，截止 9 月底，3 所幼儿园主体结构施工均已完成，都正

在进行室内外粉刷施工。

十一、扩大村（居）法律顾问服务面。

年度目标：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2021 年年底前

全区专业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比例达到 90%，打通

基层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主要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

完成情况：截至 9 月底，由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

的村及社区数量为 97 个，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的村及社区



的数量为 8 个，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比例为 93%（年

度目标为比例达到 90%）。

十二、持续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年度目标：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持

续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2021 年，全区345928 人完成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投保工作，预

计每人保费1.4元，合计保费484299 元。

主要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责任单位：区财政局

完成情况：大力实施食品领域民生事实，提升群众对食

品安全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推进食品安全“6S”评

选活动打造了一批食品安全的样板工程。区政府将开展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列入 2021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截至 9 月

底，共投入资金 484299 元，已完成为辖区 345928 名常住人

口居民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

2021 年 10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