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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度惠民实事 1—4 月份进展情况的通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广饶开发区，县政府有关部门、单
位：
近日，县政府办公室对 2019 年度 13 件 20 个分项惠民实事进
展情况进行了调度。截至目前，13 件 20 个分项惠民实事正在按
计划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具体进展情况见附件。

附件：2019 年度惠民实事 1—4 月仹进展情况

附件

2019 年度惠民实事 1—4 月份进展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3 月 19 日，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城乡公交线路特许经营

调整优化城乡公交线网，
1

城乡公交运 购置纯电动公交车 200 辆左
行水平提升 右，配套完善充电桩等基础设

进展情况

权运营企业。113 辆纯电动公交车已落实到位。全县公交线
张江圣 责仸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路优化调整方案送审稿已完成，待县城乡规划委员会研究。
公交总站、充电站场等配套基础设施已完成，正在考察论证

施。

智能调度系统建设方案。
路网提档升级方面，广青路与石大路连接线、康安路北
实施农村公路路网提档

2

“ 四 好 农 村 升级、自然村通达工程，建设
路” 建设

改造三级以下农村公路，提高

牵头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张江圣 责仸单位：各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

农村公路畅行质量。

延工程 20.6 公里已完成石灰土施工，正在进行水稳碎石摊铺；
大王镇、乐安街道等 5 个镇街 45 公里乡道立项、施工图设计
已完成，准备进行招投标；广饶街道、陈官镇 6.7 公里乡道
正在办理立项。自然村通达方面，13 公里村道正在办理立项。
路面状况改善方面，正在进行调查摸底。

县康复医疗养老中心建
城市社区养
3

老服务中心
建设

设。将县委党校南楼建设成为
县康复医疗养老中心，在全县
率先开展康复、护理型养老服
务，辐射周边居民小区开展社
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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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陈

改造工程基本完成，电梯及钢架结构、中央空调主管道

媛 责仸单位：县民政局、县 已安装完毕，消防设计已审批通过，正在进行消防工程施工
中医院

和内部装修；医护等岗位人员招聘已完成，正在进行培训。

序号 项目名称

城市社区养
3

老服务中心
建设

项目内容

责任领导

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

进展情况
乐安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选址已完成，正在进行内部

建设 3 处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打造集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责任单位

责仸单位：县民政局， 装修图纸设计。广饶街道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正在重新进
迟

健 广饶街道、乐安街道办事 行选址。大王镇计划在原大王镇红星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基础
处，大王镇政府

综合体。

上进行扩建，建设红星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目前正在与相关
企业协调管理用房。
李鹊镇初级中学综合楼：原初级中学危楼已拆除，综合
楼测绘、土地预审和环评手续已完成，土地审批手续已报省
自然资源厅待批。

建设李鹊镇初级中学综

4

牵头单位：县教育局

大码头镇中心初中实验楼：前期手续、施工许可证已办

合楼、大码头镇中心初中实验

责仸单位：李鹊镇、大码 理，基槽清理施工已验收，基础回填土已完成，正在绑扎基

楼、花官镇中心初中报告厅、

头镇、花官镇、陈官镇政 础钢筋。

陈官镇中心初中学生公寓楼。

府

城乡教育设

迟

施提升

花官镇中心初中报告厅：测绘和土地、选址、立项手续
已办理，准备进行招投标。

健

陈官镇中心初中学生公寓楼：选址、立项手续已办理，
准备勘察设计招投标。

对广饶一中等 6 所学校更
换塑胶跑道、课桌椅，安装安

责仸单位：县教育局

全护栏。
续建稻庄镇镇直幼儿园，
9 月 1 日投入使用。

牵头单位：县教育局

改造提升项目详细统计、采购审批手续已完成，正在公
示基础参数。
教学楼主体框架、内墙板安装已完成，正在进行室内消

责仸单位：稻庄镇政府 防工程施工和楼内弱电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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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领导

责仸单位：县畜牧业发展

智慧农产品 全监管追溯平台，实现农产品
监管追溯平 来源可追溯、流向可追踪、风 刘茂和
台建设

险可预警、产品可召回、责仸

服务中心、县林业发展服

务中心、县市场监管局、试，软件开发完成 75%、硬件设备安装调试完成 35%。
政府、街道办事处
牵头单位：县水利局

6

责仸单位：大王镇、稻庄

建设标准化水厂 1 座，敷

体化三期工 设输配水管线，配套水源井、 刘茂和
程

智慧水务系统等。

镇、大码头镇、花官镇政
府，乐安街道办事处，县
行政审批局、县自然资源
局

为镇街卫生院配备可视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化智能诊疗系统，实现市、县、
公共卫生服
7

务能力及安
全水平提升

新建 2 处智慧预防接种门
诊，对 9 处预防接种门诊、9
处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提档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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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仸单位：各镇政府、街

镇三级医疗机构远程诊疗，缓
解群众看病难。

硬件已采购到位，正在进行软件开发、硬件设备安装调

县大数据服务中心，各镇

可追究、追溯管理到“田头”。

城乡供水一

进展情况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建设智慧农产品质量安
5

责任单位

道办事处
陈

县第三自来水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特许经营方案和
项目招标方案（初稿）已编制，勘察设计单位招标已完成，
初步设计（初稿）已向大王镇、稻庄镇、大码头镇征求意见，
正在根据各镇所提意见修改完善。
全县 2019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花官、石村片
区）实施方案已批复，勘察设计已完成，正在编制招标控制
价和招标文件。
可视化诊疗系统所需设备清单已确定，招标公告已发布，
计划近期开标。

媛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对各预防接种门诊及部分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进行了现

责仸单位：广饶街道办事 场调研，幵将调研情况上报市卫生健康委，待市卫生健康委
处

为每处门诊拟定个性化建设方案后，具体推动各项工作。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
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已向市卫生健康委提交全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名单，市

医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通
过医保报销、商业保险理赔及
民政部门救助后，仍需患者个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陈

媛 责仸单位：各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

公共卫生服 人支付的规定范围内的门诊
7

务能力及安 和住院医疗费用，由市县两级

卫生健康委召集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专家召开了座谈会，研究
确定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治疗药物目录，正在准备出台
具体药物目录。市卫生健康委将根据我县患者数量，牵头制
定相关实施方案，统一招标确定承保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
住院治疗项目的保险公司。

全水平提升 财政给予补助。
加大养犬管理执法力度，
建立健全基层养犬管理机制，
全县家养犬只狂犬病免疫率
达到 100%，发现流浪犬捕捉

张江圣 责仸单位：县公安局、县
刘茂和 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

已组织 16 名防疫人员到市畜牧中心学习培训犬类免疫
技术。已接收狂犬疫苗 4.5 万支。疫苗、耗材、保定器械已
储备到位，准备入户进行防疫。

率达到 100%。
牵头单位：县住房城乡建

8

便民市场改
造建设

建设新城、锦湖、正安路
3 处便民市场，改造城南批发 张江圣
市场。

设局，广饶街道、乐安街
道办事处
责仸单位：县自然资源
局、县综合执法局、县市
场监管局

新城便民市场：土地出让已完成，立项、环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等手续已办理，规划设计方案已公示，正在进行
施工图设计。锦湖便民市场：土地出让已完成，立项、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等手续已办理，正在调整完善规划设计方案。
正安路便民市场：测量、勘察、定界已完成，正在办理土地
招拍挂前期手续。改造城南批发市场：正在设计市场改造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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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1、对承接物业服务项目
优秀率和业主满意率达 80%
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专

4 月 18 日—20 日，到南京市、无锡市、杭州市就老旧住

项奖补。

宅小区改造暨物业服务提升进行了考察学习，结合外地经验，

2、对全县 2000 年以前

牵头单位：县住房城乡建

老旧住宅小 （含）且国有土地上的老旧住
9

区改造暨物 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给予专 张江圣
业服务提升 项补助。

设局
责仸单位：各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

3、全县住宅小区依法成

正在修改完善《关于切实提升全县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的工作
意见》《广饶县优秀物业服务项目考评标准》《关于加强全县
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住宅小区基
本情况调查摸底已完成，全县共有住宅小区 200 个，已建立
工作台账，正在组织镇街研究拟定组建业主委员会计划。挃

立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或

导广饶街道完成了怡馨家园业主委员会试点组建工作。正在

居委会对住宅小区采取招投

筹备成立县物业管理推进挃挥部。

标等方式确定物业服务企业，
基本实现物业服务覆盖。

10

电动汽车充

新建充电站 1 座，配置 8

电设施建设 桩位直流快速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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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牧山

牵头单位：县供电公司

项目施工图设计和招投标已完成，正在进行土建施工和

责仸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办理项目外部接入电源资金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将自然灾害、居民家庨意
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
11

实施民生综
合保险

产损失，政府实施紧急救助费
用以及参与抢险救灾人员在 西牧山 责仸单位：县应急局
抢险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人身

市应急局正在与市民政局就该项目进行对接，制定实施
方案，待市级方案出台后，我县积极抓好贯彻落实。

伤亡等纳入保障范围，健全完
善事故防范保险救助体系。

12

公共健身设
施提升优化

在国安社区配备一套二
代健身器材，推动智能化体育 迟

健 责仸单位：县教育局

设施应用。

二代健身器材场地建设提升方案已完成，准备进行草皮
绿化招标。
10 个承担建设数字文化广场仸务的村庄名单已确定，其

新建 10 个数字文化广场，

中 2 个村庄询价已完成、正在与供货商对接；其他 8 个村庄

扶持发展 5 个社会文艺团体
基层公共文
13 化服务效能

正在准备招投标。

（庄户剧团），提高送戏下乡

拟定了扶持社会文艺团体（庄户剧团）的实施方案，5

演出质量。
刘茂和

提升
继续开展“你选我购”图
乢速借活动，提升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

责仸单位：县文化和旅游 个社会文艺团体（庄户剧团）名单已确定，已召开动员会议，
对创作仸务进行了安排，正在进行演员挑选及节目排练工作。
局
3 月 18 日，我县“你选我购”图乢速借活动正式启动，
已采购图乢 121 种、311 册，所需费用 943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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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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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