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的民生得到最优先发展

城市生态、社区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1月 9日和10日，沙坪坝区委
主要负责人再一次来到刚建好的双
碑子弹公园、井口宏城名都社区绿
化、红槽房社区公园、虎溪虎兴社区
公园、丰文绣美社区公园等关系到
老百姓生态宜居的绿化民生实事项
目点调研，具体部署进一步按老百
姓的意愿，完善这些社区公园的公
厕、直饮水等设施。

刚建好并投入使用的红槽房社
区公园，占地约17.5万平方米。这
个公园分两期建设，目前实施的一
期用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投入了
建设资金1300余万元。

虎溪街道的虎兴社区公园也是
新建的一座公园。虽然已是数九寒
冬，但成群结队的居民在公园里漫
步游玩。

“这是政府在2017年里为我们

老百姓办的一件大实事。”社区居民
胡一妮说，“这里以前是一片荒坡，
如今变身为社区公园，让居住在这
周围的康田漫城、曦城蓝湾等7个
小区的10余万人享受到了生态绿
色，有了休闲的场地。”

这座社区公园以绿地为中心，形
成了环形健身步道。虎溪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随后，公园内还将设置公共厕
所、健身器材、桌椅、直饮水等设施。

新建好的双碑街道子弹社区公
园展现的是一种“子弹文化”——园内
的指示牌是子弹形状，道路两旁也安
放着一些子弹壳、铁桶等形状的休闲
座椅。进入公园内步行数十米，沿
着山坡拐一个弯儿，就可以看到一
座宽敞平坦的小广场，数百位居民
在里面打羽毛球、跳广场舞。

这里原是嘉陵厂老旧居民区旁

的一处空地，在此之前，不少居民在
这里种菜，甚至倾倒垃圾。

沙坪坝区为改善这里群众的宜居
环境，将这片空地建一座社区公园，并
发掘了这里军工文化的底蕴，将这里
建成了具有军工文化特色的公园。

2017年，沙坪坝区在改善老百
姓生态宜居环境中，全年新增绿化
面积117万平方米，其中，启动建设
集休闲、健身、游憩为一体的社区公
园就有21个，共计73.82万平方米，
目前已建成投用20个社区公园。

同时，沙坪坝区还对大学城中
路、大学城北一路、大学城南二路、
虎曾路等23个街道绿化景观进行
打造和提档升级，改造总面积达
48.34万平方米。

公厕是老百姓宜居生活必不可
少的设施。2017年，沙坪坝区也把

新建和改造公厕作为为老百姓办的
一件民生实事来办好。

2017年，沙坪坝区根据实际需
要，新规划了在全区新建 29座公
厕，并在年内就完成了曾家镇农贸
市场停车场、土主滨河公园、磁器口
工人新村、陈家桥轻轨站、土主惠民
小区、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斜对
面、丰文绣美公园等7座公厕，其余
的正在选址建设。

与此同时，沙坪坝区还针对部
分破产（困难）企业、老旧居民区等
区域公厕破旧的情况，投入2500余
万元，改建了公厕343座，改造旱厕
2492座。如今，哪怕是在乡场上，
居民享受的也是冲水公厕。

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为止，全区共有公厕703座，达到了
4座/万人的公厕规范要求。

刚刚过去的2017年，沙坪坝区投入了32亿元，为老百姓办好了社区公园绿地、棚户区改造等33件民生实事。
这些民生实事的办成，让沙坪坝区的老百姓创业就业更充分、居住环境更美好、读书上学更方便、就医看病更便利。

就业、教育、医疗等，是与老百
姓关联最紧密的最大民生。2017
年，沙坪坝区这几方面的民生保障，
得到了最优先的发展。

大学毕业生许阳洋创办的重庆
闪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注册资
本金已达500万元，他所带领的创
新创业团队已有7人。

2017年，像这样通过创业带动
就业的企业，在沙坪坝区新增了数
百家。这都是沙坪坝区办好创业带
动就业这一民生实事的成果。

2017年初，沙坪坝区出台了创
业担保贷款的区级配套政策，从贷
款额度、贴息比例等，全面放宽，重
点施力为区内创业群体提供扶持。

这一配套政策出台以来，全区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共计2910万元，惠及
129户创业企业和创业个体。

在办这一民生实事中，沙坪坝区
还强化了对创业和就业的培训。
2017年，全区共开展创业培训近百
期，开展在校大学生GYB创业培训
3724人、高校毕业生SYB创业培训
1028人，完成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8077人、家庭服务专业培训847人。

政策扶持和培训，带动了创业和
就业。2017年，沙坪坝区新增创业人
员3万多人，城镇新增就业5.6万人。

2017年，沙坪坝区启动的土主
小学扩建工程、永祥小学新建工程、
32中初中部改扩建工程、大学城一

中初中部新建工程等4个项目的建
设已全部建成投用。这一年，沙坪
坝区先后有重庆第一实验中学等9
所学校投用，增加学位1.5万个。

让全区老百姓的孩子都能享受
到优质教育，这是沙坪坝区教育民
生的目标。2017年，沙坪坝区在全
市率先启动了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区，在师资上，市级骨干
教师、学科名师也同比增长了
14.5%。

2017年，沙坪坝区新增普惠性
幼儿园16所。至此，全区已建起幼
儿园235所，其中公办园47所、民办
园188所，学前三年入园率达98%
以上，学前一年入园率达99%以上。

在办好学前教育中，沙坪坝区
注重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目前，
全区普惠性幼儿园已有117所，在
园幼儿 20121 名，占比达 50.4%。
在普惠性幼儿园中，公办园的在园
幼儿达9666名，占比达24.2%。

教育民生保障了群众入学接受
教育。目前，沙坪坝区已实现了区
域内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入学率
100% 、普 及 率 100% 、巩 固 率
100%。

高水平的教育均衡，促进辖区
老百姓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教育质
量得以提高。2017年，沙坪坝区高
考重点本科上线率达 59.2%，在
2012年的基础上，增长了42.2个百
分点；普通中学全区联招上线率达
67.4%，保持了初中教学质量和升学
质量全市领先的优势地位。

在医疗卫生这一最大的民生实
事上，2017年，沙坪坝区新建的陈
家桥医院新院区投用，区中医院建
成。并在全区27.5%的城市居民和
55%的农村居民中，实施了签约家
庭医生制度。

在2017年初，沙坪坝区政府根
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安排了32
亿元资金，办好 33 件民生实事项
目。一年过去，这些民生实事项目
已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33件民生实事
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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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 1 个美丽宜居示范
村庄，创建了1个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市级示范片、2个绿色示范
村庄。

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
理，治理率达100%。

中梁镇永宁寺村、新发村
饮水安全工程全部完成。

计划实施的325户农村
危房改造全部完成。

计划建设的10公里村社
便道全部完成。

计划实施红槽房公园、五
云公园建设，完成15 个社区公
园绿化项目，实际完成了20 个
社区公园建设。

计划完成2座人行天桥建设，
启动6座人行天桥建设。目前，已
建成2座人行天桥，其余6座已开
展前期工作或启动建设。

全年计划在主城区建公共
停车位 1500 个的目标，已实现
新增公共停车泊位约3000个。

计划在凤凰广场二期、名人
广场建地下停车库。目前已按
计划推进凤凰广场二期停车库、
名人广场地下停车库的建设。

计划实施污水管网工程共计
约 34.2 公里，已完工及新开工污
水管网共计34.25公里。

改造 17.39 万平方米城市
棚户区的计划，已实施51.11万
平方米的改造。

计划实施 952 户零星棚户
区的改造，已完成改造958户。

计划实
施青木关镇
新青路危岩
及泥石流沟
治理，并在
2018 年 完
成。目前正
按进度实施
该 工 程 建
设。

计 划
完 成 的 山
洞 街 道 南
丁 卫 校 操
场 危 岩 治
理 项 目 已
全面完成。

计 划 实
施 11.5 万 平
方米的老旧
房屋综合整
治，已完成沿
线老旧房屋
综合整治约
12.85 万平方
米。

计 划
完 成 330
栋老旧建
筑消防设
施改造任
务全部完
成。

计 划
完 成 7 处
市 容 环 境
整治任务，
已 全 部 完
成。

计划完
成 8000 户

“ 一 户 一
表”的改造
任务，完成
了8084户。

计 划
建设 10 个
社区养老
服 务 设
施 ，已 全
部完成。

计 划
建成 17 个
社区健身
点的任务
全 部 完
成。

计划启
动杨公桥小
学改扩建工
程已开工建
设 ，2018 年
将完工。

新建成小区与配套学校同步
覆盖任务中的土主小学扩建工
程、永祥小学新建工程、32 中初
中部改扩建工程、大学城一中初
中部新建工程 4 个项目，已全部
建成投用。

对区内 77 家基层医疗机
构在用的 1002 台（件）医用计
量器具试行免费检定任务，已
全部完成。

计划为全区20%的城市居民
和45%的农村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任务，实际完成了为全区 27.5%
的城市居民和55%的农村居民签
约家庭医生。

设立区级扶贫济困基金，
实施救助 529 人次，救助金额
达105.47万元。

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计划筛查宫颈癌 3500 人、筛查
乳腺癌 3500 人，已筛查宫颈癌
3521人、乳腺癌3517人。

救助农村“两癌”贫困妇
女 43 人，受助患者准确率达
100%。

计划为 8500 名孕妇提供
出生缺陷筛查，完成了筛查
8984人。

完成了110名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87户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设施改造。

流动文化服务进村 400 场
的计划，完成了435场。

计划完成职业培训8000人、
家庭服务从业人员专项培训500
人的任务，已完成职业培训8077
人、家庭服务专业培训847人。

计划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800 万元，实际发放了 2910
万元。

计划完成189个村、社区
“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建
设，实际完成了193个村。

沙坪坝33件民生实事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
2017

住有所居，这是老百姓最迫切
的需求。2017年，沙坪坝区在民生
实事中，把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放
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并尽最大的努
力给予满足。

家住石井坡街道前进坡社区
的于先生脸上总是堆着笑容，因为
就在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石井坡
街道2017年民生棚户区改造项目
抽签选房会，抽到了一套满意的房
子。这也意味着，他们一家6口人
再也不用挤在破旧拥挤的老房子
里了。

2017年，沙坪坝区政府把棚户
区的改造纳入了民生实事之中，并
制订出全年改造17.39万平方米城
市棚户区的计划。

这一解决城市居民安居问题
的实事，沙坪坝区政府和相关部门
从资金等各方面给予了保证后，超
额完成了当年的改造计划。2017
年，实施新民村112号—114号、红
玻厂、家具一厂、下中渡口一期等
共 51.11 万平方米城市棚户区改
造。同时还对沙坪坝街道、童家桥
街道等16个街镇的958户零星棚

户区进行了改造。
在解决农民“住有所居”中，沙

坪坝区通过实施危旧房改造和美
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民的住房和居
住环境。

2017年底，歌乐山镇歌乐村村
民苟文智开始盘算着在2018年里
开家农家乐，不出去打工了，就靠
这农家乐挣钱。他开农家乐的打
算，是因为自己家的危旧房得到了
改造。

2017年，沙坪坝区在中梁镇、
歌乐山镇、回龙坝镇、青木关镇等

地区共完成了325户农村危旧房改
造。苟文智家就是其中之一。

在让农村居民“住有所居”的
同时，沙坪坝区还尽最大努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在农村进行环境整
治和美丽村庄的建设。

2017年，沙坪坝区建设了中梁
镇永宁寺村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创
建了中梁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
示范片，创建了歌乐山镇歌乐村、中
梁镇永宁寺村绿色示范村庄；农村
生活垃圾得到了有效治理，基本实
现全覆盖，治理率达100%。

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尽最大努力满足

中梁镇中土路

歌乐山镇安置房

吴黎 王彩艳
图片除署名外由沙坪坝区委宣传部提供

新修建的丰文街道绣美公园

井口镇美丽家园公租房小区 工作人员对沙滨路上的公共卫生间进行管护

8版区县CHONGQINGQING
DAILY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