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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路桥通行费：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取消。绕

增

让你看得见变化

路通行费；对通过 6 条射线高速公路但未过主线收
费站的车辆，
则不收取通行费。

8300 公里、通畅工程 16000 公里，确保年度
91%、通畅率 61%遥

绿

公交优先：拟建设公交优先道

全

民生实事计划情况通报遥补齐民生短板袁提升全体

公共服务场所免费 WiFi 覆盖。

员们的鼓与呼遥

安

80 个，新增
公共停车位 2 万个以上、
智能化改造 10 万个
新建和提档升级
停车泊位；建成人形步道 10 条，
30 座人行天桥与地通道。

建设停车场
公共停车场及步行道：

园区企业住房困难职工。
政协声音院

设为例袁建议加快实施綦江辖区内边远山区尧高海拔地区农村入户
野最后一公里冶小康路的硬化建设工作袁为当地村民脱贫致富和生
产尧生活提供出行方便遥
市政协常委陈义华提交 叶关于建立重庆市公交优先道地方标
准的建议曳提案袁建议加快启动重庆市公交优先道建设地方标准的
制定工作袁内容涵盖规划尧设计尧施工尧运营管理等袁为推进公交优
先道建设做好指导和保障袁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遥 市政协委员柯艺提
交叶关于加快建设公交优先道沿线停车港湾的建议曳提案袁建议加

孩子们在江北区艾乐幼儿园

快启动公交优先道沿线停车港湾建设袁保证公交优先道运行效率遥
市政协委员李玉梅提交提案袁呼吁还人行道于人袁治理乱停乱

育

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主城区新增公办幼儿园
办幼儿园

共停车场为辅尧占道停车作为补充的原则解决停车难遥

暖

50 所，普惠率达 60%以上。

332 所、民

农村学前儿童营养改善：涉及除区县城区以外的农村公办
幼儿园和取得办园许可的农村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儿童

25

市政协委员马荣辉就建设我市人性化公厕提出提案袁 建议在
公厕内安装手机充电装置袁及自助售卖卫生用品及雨具尧口罩尧创
口贴等日用品的机器遥建立公厕的网络定位袁方便市民群众更快捷
地找到附近公厕遥 市政协委员尧长寿区政协副主席陈红提交叶关于
为我市主城区公厕配备纸巾的建议曳提案袁建议配齐主城区一尧二
类公厕纸巾架袁同时及时配置并适时补充手纸遥市政协委员马荣辉
提交叶关于我市公共厕增加婴幼儿童设施的建议曳袁建议对我市已
建或拟建的公厕增加婴幼儿童设施遥市政协委员陆俊刚提交叶关于
完善重庆农村改厕政策的建议曳提案袁建议将改厕与农村的污水处
理统筹推进遥
在市政协提案委召开的督办会上袁致公党重庆市委提出叶关
于我市主城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建议曳袁提出通过重点新建一
批城市生态林尧绿化亮点尧城市公园和鲜花大道袁加快我市绿地
建设步伐遥
民革重庆市委提交 叶关于进一步理顺公租房管理机制的建
议曳提案袁建议进一步理顺公租房管理机制袁发挥好我市公租房
社区的惠民利民功能袁改善和提高民生质量遥 市总工会提交叶关
于将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纳入全市脱贫攻坚大局的建议曳提案袁建
议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借助政府各部门的力量袁落实叶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曳规定的住房救助尧就业救助尧临时救助等各项救助政策袁
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遥

万。实施范围为万州区、黔江区、
开州区、
武隆区、城口县、丰都
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

饮水工程

彭水县

医疗改革

14 个区县。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4 元，全年按照 200

天计算，即每生每年补助 800 元。

公共直饮水：主城区人流密集、停留时间较长的公共区
域设置直饮水点

净

扶

376 个。主要以城市自来水为原水，

资助贫困大学生: 从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始对所有在市内外
普通高校就读的全日制学历教育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

6 万人。学费标准在

解决
经直饮水设备深度净化后，
提供给市民免费饮用，

大学生给予资助，年资助本专科大学生

市民出行饮水难问题。

8000 元 / 生·年以内的全额补助，超过 8000 元 / 生·年的定额
补助 8000 元 / 生·年。生活费补助不低于 3000 元 / 生·年。

老旧小区用水提质：主城区完成

0.5 万套公租房用作棚户区改造、土

增金凤佳园可分配公租房 603 套，已集体租赁给

公里冶小康路硬化建设袁以綦江区石角镇朝阳村三组小康路硬化建

享

2万

套，面
向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分配；在满足保障需求后，
地房屋征收、D 级危房搬迁过渡等安置房。目前新

市政协委员田贵祥提交提案袁呼吁加快关于农村入户野最后一

力遥 增设停车空间袁开放公共停车场所袁以建筑配建停车场为主尧公

公租房优化利用：主城区每年提供
每年提供

教育提质

政协声音院

放现象袁 建议布局停车场和立体交通袁 缓解停车难和平面交通压

3 万个，重

通枢纽、核心商圈、二甲及以上医院 、星级酒店等

得见尧摸得着的变化背后袁离不开政协委

高智慧化管理水平。

免费 WIFI：开通免费 WIFIAP 数约

交
点完成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行政服务大厅、

市民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袁这些我们身边看

100 公里。通过人

80 个、改建公共绿地
41 个，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的理想

增绿添园：新建公共绿地
人居环境迈进。

会议上袁常委们听取了我市近期启动实施的 15 件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建设智能交通系统，提

扩

机充电、
汽车充电等便民项目。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遥 在市政协五届二次常委

村民小组公路通达率

110 所，新增
230 座，新增旅游厕所 1298
座，完成农村改厕 20 万个。未来我市新建公厕

厕所革命升级：主城区新建公厕

二维码消费、手
推出免费覆盖 WIFI、设立缴费设备、

野衣食住行医养教冶袁 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农村小康路建设：
计划实施村民小组通达工程

版

将更加注重细节和人性化。同时探索试点在公厕

以内 6 条射线高速公路（成渝、渝涪、渝湘、渝黔、渝
邻、渝遂）主线收费站的车辆，按次收取该段高速公

3

对外开放公厕

件民生实事

隧道不再收取通行费；通行绕城高速公路的车辆，按
实际通行里程现场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通过绕城

智

星期五

居住环境

2018 年

城高速公路以内的城市道路（含内环快速路）、桥梁

畅

2018 年 4 月 13 日

关注·民生

交通出行
免

电话／023-63844578

3 万户老旧居

民小区庭院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改造，进一步改善
供水水质。
政协声音院
大足区政协 委员宋 世琼提出公 共场所 安装直饮 水设施的建
议袁从优化布局力求精准布点尧精心策划体现文化特色尧细心监管
提升城市品位尧加强管理明确专人维护尧加大宣传做到惠民到位等
方面袁在人流要道的公共场所及时安装直饮水设施袁促进城市文明
形象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遥

康

建立医改便民长效机制：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中形成

12 条便民措施，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灵

活调配资源、开展预约服务、提供自助服务、保障
普通号源供应、规范设置便民门诊、推进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加强慢病患者管理服务、扩大家庭医生

政协声音院

在 2016 年市政协关于野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工作冶对口协商会上, 委员
们认为,要坚持公益普惠,坚持准入底线,坚持质量提升,让更多的孩子沐浴优
质幼儿教育的阳光遥 2017 年 9 月 12 日袁市政协主席督办关于促进学前教育发
展的重点提案袁针对学前教育资源整体不足尧普惠性教育资源规划建设不到
位等突出问题袁呼吁出台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袁推进小区配套幼儿
园的建设与监管袁更好地满足适龄幼儿入园需求遥

养老服务
养

：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
社区养老“千百工程”
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

签约服务、提供“互联网 + 医疗”服务、完善便民设
施、加强就医引导、
加强社工和志愿者服务。
政协声音院
2017 年 9 月袁市政协常委视察团就全市公立医院改革情况开
展视察袁详细了解医院医改各项工作推进情况袁建议充分凝聚改
革共识尧追踪完善配套机制尧补齐基层医院短板袁提出了医疗资源
野下沉冶尧培养全科医生尧引导就医等多项具体建议遥 在市政协五届
一次会议上袁民盟重庆市委提交叶关于推进城乡居民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的建议曳袁建议强化全科医生培训袁壮大高家庭医生队伍遥
在公立医院中建立涵盖各专业的医生库袁提倡多点执业袁缓解全
科医生供需矛盾袁吸引更多居民签约遥 在签约服务后提供有价值
的服务袁避免流于形式遥

200 个，市级示

政协声音院

致公党重庆市委提交关于 叶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
及对策建议曳的集体提案袁呼吁促进重庆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袁建议明确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参与各方的角色定位袁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合作模式曰尽快
出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曰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袁动员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袁拓展
筹资渠道曰建立职业化的高素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者队伍遥

市民在嘉州路公交站外取用直饮水

西南医院为患者提供的便民自助服务
渊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王加喜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