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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

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保持在80%以上，主城

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70%以上。

推行中小学课后服务

在有条件的中小学推行课后服务工作，
探索形成服务工作机制。

实施国家级贫困区县农村学前教
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实现14个国家级贫困区县（含已脱贫
摘帽区县）农村公办幼儿园（含附设幼儿园、
班）和取得办园许可的农村民办普惠性幼儿
园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实施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
学生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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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专科大学生进行资助。

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

实施2056个未通达村民小组通达工

程，建设里程4500公里，村民小组公路通

达率达到100%；实施4738个未通畅村

民小组通畅工程，建设里程9500公里，村

民小组公路通畅率达到80%。

推进景区公共厕所和农村卫生厕
所建设

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340座，改造

农村卫生厕所10万户。

建立医改便民长效机制

持续推进医改便民12条举措，着重加
强完善预约诊疗制度、建立覆盖全市的远程
医疗协作网、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推行“电子
健康卡”普及应用3方面工作。

建设提升主城区重点山城步道
建设5条共76公里街巷步道、1条16

公里滨江步道、1条75公里山林步道。

完善提升人行道

主城区打造人行道示范道300公里、

整治人行道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

在主城建成区边角地建设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

在主城区建设42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实施主城区交通拥堵治理

深化智能交通建设，大幅提升我市交通
管理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充分挖掘现有路网
潜力，续建55公里公交优先道，缓解城市
道路交通拥堵。

加强公租房优化利用

提供2万套公租房面向符合条件的保

障对象配租；提供0.5万套公租房统筹用作
安置房。

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程”

新增社区养老服务站400个、市级示

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40个。

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计划

在主城区范围内开展城市社区养老助
餐、助浴、助医“三助”行动；对全市150家
符合条件的农村敬老院热水供应系统及老人
房间标准化、公共洗浴间适老安全化等进行
升级改造。

实施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工程
在全市范围实施农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

照护工程，实现有意愿的失能特困人员集中
照护全覆盖。

重庆今年将实施的重点民生实事

（资料来源：市人民政府网）

民生改善 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一座城市的发展，文化是灵魂。现在
重庆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身为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中青年德艺双
馨艺术家的陈涛，对重庆近年来的城乡之变
有着深刻的体会，谈到他的老本行杂技更是
感触良多。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团以来，重庆杂技
团多次登上国际舞台，捧回一个又一个国际
大奖。去年5月，该团专门针对国际国内游
客打造的、集合多个国际金奖节目的大型杂
技秀《魔幻之都·极限快乐Show》在重庆国

际马戏城驻场演出，填补了重庆主城文旅驻
场演出的空白。

“在家门口看大剧、参观高规格艺术展、
目睹体育赛事精彩瞬间已经成市民文化生
活的日常。”陈涛如数家珍：仅去年，就有第
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展和雕塑展、2019世
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等高规格、高水准的艺术
展览及赛事在重庆举行。如果你到区县游

玩，可以看知名演艺节目《归来三峡》《印象
武隆》等；如果你走到磁器口、涞滩古镇、安
居古城、蚩尤九黎城等，能看川剧、铜梁龙
舞、苗族歌舞等形式多样的演出；如果你走
进大大小小的剧院（剧场），隔三差五也都有
经典剧目上演……

来自市文化旅游委的数据显示，由于
“重庆故事”有了更诗意、更人文的表达，市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对游客的吸
引力也越来越大。去年，我市抓大文旅促
品质化，持续打好“五张牌”，以大文旅增强
城市发展能级、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全市共
接待境内外游客6.5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573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
32%。“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正以崭新姿态
让八方游客“行千里·致广大”，让人民生活
更美好。

“这不只是我个人想要的生活，也是很
多重庆人想要的美好生活。”陈涛说。

“这是重庆人想要的美好生活”

▲重庆美术馆，“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重庆选
送作品展”开展，市民纷纷前往现场观看展览。
（摄于2019年6月16日） 记者 龙帆 摄

▼一辆小型客车行驶在武隆区江口镇
通往后坪乡的公路上，车上乘客非常高
兴。几天前，武隆城区至后坪的客车正式
开通，后坪乡从此结束不通客车的历史。
（摄于2020年1月22日）通讯员 曾光全 摄

▼沙坪坝大学城汇贤体育文化公园，
一小女孩正高兴地荡着秋千。（摄于 2019
年11月10日）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渝中区虎头岩，市民和游客在虎头
岩山城步道“空中悬廊”游玩。（摄于2019年
6月30日） 记者 龙帆 摄

以人民为中心，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这是重庆改革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重庆全力以赴，高质量打好脱

贫攻坚战，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加快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使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袁尚武 韩毅

4月9日，渝中区观音岩重庆杂技团排
演厅。

下腰、劈叉、倒立、翻筋斗……视频里，
10多名小学员正在晨练。屏幕这端，指导
教师远程不停地纠正着动作。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需要
牢记那句老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偷懒不得！”市文联副主席、杂技团团长陈涛
也走近画面，亲自督战。

从画面看，这群孩子或在自家房前
的土院坝上，或在相对空旷的大树下练
功——他们均来自我市深度贫困乡镇的贫

困家庭。“孩子们十分优秀，练功刻苦，未来
肯定有不少能成为耀眼的杂技之星。”陈涛
说。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
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市上下把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杂技

团也到酉阳车田乡、巫溪红池坝镇、奉节平
安乡等深度贫困乡镇，有针对性地招收了
14名学员。对这批特殊学员，杂技团采取
与重庆艺术学校联合办学方式，学制6年，
全免费，毕业后获中专文凭，直接聘为杂技
团正式演员，“一站式”解决贫困学生上学和
就业问题。

在众多学员中，10岁女孩田萍（化名）
让陈涛格外关注。

她长得眉清目秀，练功也十分刻苦，成
绩提升很快，仅通过一学期学习，就已经能
够掌握一些杂技的基本要领，中间还曾登台
演出了一次。

除了惜才，陈涛关注她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她来自一个特殊家庭。田萍出生在
重山阻隔的车田乡清明村一个贫困家庭，
在她5岁时，父亲因病逝世，患有智力障碍
的母亲外出务工失联。她成了家里的“当

家人”。
这时，当地政府及时伸出援手，为她办

了低保，每月可领取500多元。村妇联主席
姚友菊照顾她的学习和生活等。

去年9月，田萍与其他13位贫困家庭
的孩子一起，走进了重庆杂技团的课堂。相
比同龄小孩，除了文化课，他们还增加了杂
技训练、音乐课、舞蹈课等。这些孩子上学

不仅不需要花一分钱，练功服、床单、被罩等
也由杂技团提供。

在重庆，像田萍一样“幸运”的孩子还有
很多。去年，我市通过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进一
步健全了困难学生资助“兜底”保障机制，实
现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不仅如此，我市针对性地加大了基础医

疗设施投入。目前，“三通”紧密型医共体试
点覆盖18个区县，县域内就诊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农村人居环境也得到持续改善。全市
改造农村危房3.9万户，新建“四好农村路”
2.5万公里，建成入户便道6762公里；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9.7%，行政村生活垃
圾有效治理率达到93%。

2019年，我市实现11.44万贫困人口脱
贫，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12%。“两不愁三
保障”落到了实处。

“幸运”的田萍

陈涛上班，主要呆在两个地方：不是在
渝中区观音岩的办公区，就是在南岸区的重
庆国际马戏城。

工作之余，陈涛最喜欢到南滨路上散
步。充满巴渝特色的弹子石老街、见证百年
历史变迁的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美丽如画的
海棠烟雨公园、一步一景的滨江步道……这
些都是他的打卡地。

他说，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市推

进了“两江四岸”治理等一系列城市提升行
动，让他深切感受到身边的变化。“城市颜值
高，我们生活在风景里。”

“推窗见景”的又岂止是南滨路。现在，
很多市民都感觉到，重庆这座城市山更绿、
水更清、夜更美……

一组组数据验证着市民的感觉——
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尤其在去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6
天，PM2.5平均浓度下降5%。

去年，我市推动“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
间建设，共改造棚户区5万户，主城区的“增

绿添园”项目已完成226个，面积超过1000
万平方米。

全市城市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
前，全市5000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上岗，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市级示范村已建成899个。

《2019中国繁荣城市指数调查报告》显
示，在调查的100个大中型城市中，重庆的
城市环境认可度，位居10个上榜城市第二，
仅居北京之后。

“我们生活在风景里”

▶江北区江北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老人在智能体检机上检查血压。（摄于
2019年9月18日）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我市注重在加
快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019年圆满完
成15件重点民生实事年度任务，持续提升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15件重点民生实事主要包括：
在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北

区4个区开展城市社区养老关爱行动。
在北碚区、大足区、垫江县、城口县、奉

节县、石柱县、彭水县7个区县开展失能特
困人员集中照护试点。

盘活利用城市边角地，在主城区建设
2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实施4000个未通达村民小组通达工
程，建设里程8300公里，村民小组公路通达
率达到97%；实施8000个未通畅村民小组
通畅工程，建设里程16000公里，村民小组
公路通畅率达到73%。

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全市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89%以上，普惠率达到79%
以上，主城区普惠率达到65%以上。

加快推进智能交通项目建设，大幅提升
我市交通管理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充分挖
掘现有路网潜力，续建50公里公交优先道，
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

开工建设公共停车场40个，新增公共
停车泊位1万个以上；完成主城区10万个
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建成人行步道10
条，新建和提档升级30座人行天桥与地下
通道。

重庆去年完成重点民生实事年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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