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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督查办公室文件 
 
 

绵目督办发〔2018〕27 号 

★ 
 

 
中共绵阳市委绵阳市人民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8 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 

市级目标实施方案》的通知 
 
科技城党工委和管委会，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园

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党委和办事处，市直各部门： 

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同意，现将《2018 年全市

十项民生工程市级目标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绵阳市委绵阳市人民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0 日                 

 

 

中共绵阳市委 
绵阳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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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市级目标实施方案 
 

2018 年全市民生工程市级目标包括“就业促进、扶贫解困、

民生基础设施、百姓安居、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

育助学、民族地区帮扶、文化体育”十大类 61 个小项（包含民生

重点基础设施工程 30 个小项）。计划投入资金 58.96 亿元，其中：

争取中央、省级财政补助 7.81 亿元，市级财政安排 1.92 亿元，

县级财政安排 8.10 亿元（县市区、园区统筹安排配套资金），银

行贷款、社会募集等其他资金 41.13 亿元。具体项目和资金安排

如下。 

一、就业促进工程 

（一）工作目标 

1.青年创新创业。青年创新创业培训 1500 人次；青年创业贴

息小额贷款 1200 万元。 

2.人才培训。乡村旅游人才能力提升培训 200 人次。 

（责任单位：团市委、市妇联、市人才办、市旅发委）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80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20 万元，市级财政

安排 60 万元。 

二、扶贫解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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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1.扶持贫困人口脱贫。35666 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225 个贫

困村退出；平武县“摘帽”。 

2.城乡特殊困难群众应急救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应急帮扶

救助不少于 5500 人次。 

（责任单位：市扶贫移民局、市惠民帮扶中心）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36969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11496 万元，市级

财政安排6120万元，县级财政安排19333万元，其他资金20万元。 

三、民生基础设施工程 

（一）工作目标 

1.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攻坚项目。实施科教创新区基础设施、科

技城大道二期、高铁大道西段道路建设工程等4个项目。 

2.城建攻坚项目。实施市政道路、公共服务设施、治堵缓堵、

污水处理、排水工程等 24 个项目。 

3.交通攻坚项目。实施绵阳绕城改线二、三期，省道 416 凤

凰立交至中江界改造提升共 2个项目。 

4.重点水利建设项目。武引二期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投资 4亿元。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城管执法局、市武引管理局、绵

投集团、交发集团、涪城区、游仙区、江油市、盐亭县、梓潼县、

高新区、仙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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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389300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安排 6500 万元，

其他资金 382800 万元。 

四、百姓安居工程 

（一）工作目标 

1.安全社区建设。建成市级安全社区 11 个。 

2.免费乘坐公交。老幼军残免费乘坐公交车财政补贴1200万元。 

3.发展公共交通。城市公交主营亏损补助 1000 万元。 

（责任单位：市安监局、市财政局）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2222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安排 2206 万元，

县级财政安排16万元。 

五、生态环境工程 

（一）工作目标 

1.安昌河综合整治工程。沿安州区、高新区、涪城区建设 13.38

公里生态堤防及桥涵等附属设施，建设沿江生态湿地景观、绿化

景观。 

2.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对草溪河高新区段河道两旁进行清

理，修建约 16 公里生态河堤。 

3.木龙河综合整治工程。新建翥鹤堰 126 至骨科医院段、南

山加油站附近截污管道，清除骨科医院下明渠淤泥。 

4.大气环境监测。布设空气质量监测点 110 个；在全城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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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每天连续 24 小时颗粒物组分监测；增设移动式走航扫描车及设

备；建设机动车尾气监测系统；购买 6 套简易型监测环境空气颗

粒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5.震情信息速报。将我市周边 3.0 级以上的地震速报信息推

送到位。 

（责任单位：市环境保护局、市防震减灾局、科发集团、涪

城区、高新区）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33114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1710 万元，市级

财政安排 4万元，县级财政安排 31400 万元。 

六、社会保障工程 

（一）工作目标 

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2.发放社保卡。新增 20 万人持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 

3.被征地农民社保欠费清欠。5 个欠费县（市、区）、园区按

照清欠计划完成 2018 年清欠任务 1.72 亿元。 

4.青少年权益维护基地运行。依托 12355 青少年事务综合服

务中心，开展不少于 100 场活动，为青少年提供维权救助、心理

咨询、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咨询+办理”一站式服务 6000 人次。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团市委）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108585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63868万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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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安排 30 万元，县级财政安排 19447 万元，其他资金 25240

万元。 

七、医疗卫生工程 

（一）工作目标 

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老、

幼、孕、残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2.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向符合条件的退出乡村医生发放生活

补助率达到 100%。 

3.食品快速检验。向县（市、区）配备 9台食品快速检验车。 

（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食药监局）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4374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815 万元，县级财

政安排 504 万元，其他资金 3055 万元。 

八、教育助学工程 

（一）工作目标 

1.免费午餐计划。向 17 万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提供免费

午餐。 

2.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金秋助学”活动，资助 4000

名困难家庭大学新生。 

3.学校少年宫建设。打造市级示范或特色学校少年宫 9所。 

4.关爱留守学生。保障已建成的 160 个留守学生之家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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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责任单位：市教体局、团市委、市民政局、市惠民帮扶中

心、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残联）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14800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200 万元，市级财

政安排4150万元，县级财政安排10300万元，其他资金150万元。 

九、民族地区帮扶工程 

（一）工作目标 

1.教育帮扶项目。选派 20 名市级优秀教师支持北川、平武教

育发展。 

（责任单位：市教体局） 

（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40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8万元，其他资金 32

万元。 

十、文化体育工程 

（一）工作目标 

1.文艺惠民项目。举办文化专干、群众文艺骨干培训班 12 期；

送文艺、戏曲到乡镇、社区基层演出60场；绵州大舞台惠民演出 80

场；未成年人公益电影展播 200 场；为社区群众免费放映优秀国

产影片 400 场。 

2.体育惠民项目。举办市级以上青少年体育比赛 6场。 

（责任单位：市教体局、市文广新局、团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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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 180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安排 180 万元。 

 

 

 

 

 

 

 

 

 

 

 

 

 

 

 

 

 

 

 

中共绵阳市委绵阳市人民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       2018年7月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