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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件民生实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区人大常委会集中开展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联系监督活动

2018 年，我区全面推行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票决（会商）制，首次由人大代表票决产生了本年度区政府的 10 件民生实事项目。同时，在 6 个镇、14 个街道也继续通过票决（会商）制确定了 131 个镇街层面的民生
实事项目。这每一件代表票决（会商）产生的民生实事，都集中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半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些
“实事”办得怎样，效果如何，是
今年区、镇（街道）两级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自 2018 年 7 月 10 日起区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了 2018 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代表监督周”活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常委会领导带队分 7 个专项监督小组通过
“五个一”系列活动（即听取一次专
题汇报、开展一次实地视察、进行一次座谈交流、进联络站接待一次群众和协调解决一些问题）对 10 件民生实事项目进行集中监督，重点围绕项目实施进度、目标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困难、下一步推进计划等方面
开展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区政府 10 件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情况良好，基本实现了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为确保年内
完成打下了扎实基础。

通讯员 沈明弈 杨秀珊 记者 陈坚

2018 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在“代表监督周”期间，各镇人大、街道人大工委也积极联动响应，立足各自镇街实
际同步成立了若干专项监督小组，广泛发动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走进项目现

法、好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的顺利推进，也为区级层面做细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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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监督这篇文章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已完成 11 家建设任务。

住房保障

目标：
创建 20 个无障碍社区。

目标：
回迁安置 4000 户。

完成两批共 40 个社区的申报、培训工
作，并对第一批创建社区进行验收。

已完成回迁安置 3422 户

乔司街道人大工委

视察多高层公寓回迁安置项目

组织区人大代表对良熟三期农民多高
层公寓建设推进情况开展实地督查，并听取
了临平新城管委会保障房公司、乔司街道农
民多高层公寓建管中心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代表们对于即将交付入住的农民多高
层公寓，要求围绕回迁工作目标，列出时间
节点，倒排工作计划，加快竣工备案报批手
续，突出细节部位排查。同时，代表们还提
出了抬高物业准入门槛、丰富小区小品景
观、完善电动自行车充电装置、加强绿化日
常养护、积极引导农民破除生活陋习等意见
建议。

目标：
开工建设公租房 1000 套。
未来科技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临平新城、良渚新城等 4 个公租房项目
已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并完成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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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夯实三个基础、把握三个重点、做好三
个结合，持续加大民生实事项目监督，督促
政府把实事办实、办好。夯实制度基础、计
划基础、站点基础——镇人大出台《塘栖镇
民生实事项目监督制度》，制定《塘栖镇 2018

年民生实事项目监督计划》，以代表小组为
单位，开展民生实事项目的监督。
把握重点监督对象、重点监督内容、重
点监督时间。了解掌握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情况、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听
取人民群众对项目建设的反响和意见要
求。每个专项监督小组每年针对每个项目
开展不少于 4 次的监督活动，做到“前期到、
开工到、过程到、竣工到”。
做到集中监督与分组督查相结合，听取
汇报与审议交办相结合，专项视察与全面推
进相结合。截至目前，塘栖镇各代表小组共
开展了 13 次民生实事工程监督活动。年中
的人代会上，政府汇报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情
况。各代表小组每季度上报监督意见建议，
镇人大也及时予以交办。通过监督活动共
收集 30 余条意见建议，且都及时予以交办。

7

6 个已建成

老旧小区改善

20 个已建成
临平街道（9 万方）
已完成方案设计和审查

目 标 ：完 成
老旧小区改造
10.3 万平方
米。

1 台正在施工阶段

目标：
建成公共阅读空间 50 个。
目标：
推进“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举
办各类文化活动170场，
送电影4700
场，
送图书1.5万册。
完成演出 152 场，放映电影 1838 场，送
图书工作已完成招标文件的拟定与审
核，近期将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开放式小区
36 个

8

4 台即将进入
方案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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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已建立“虎哥回收”服务站 134 个，
服务居民达 21.39 万户。

已完成 102 个老旧住宅
小区物业管理改善工作

目标：
“湿”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能力
达到 150 吨/日。
全区已建立“湿”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点
25 个，日处理能力 157.7 吨。

农村道路建设

目标：
新增建筑垃圾固定处置点 1 个，
处理能力达到 3000 吨/日。

目标：
按照“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完成乡村道提升改造 100 公里。

开展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进展督查活
动，邀请区人大代表听取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情况汇报，并对 8 个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提出意见和建议。代表分组跟踪监督民生
实事项目，重点监督项目进展情况、工程质
量把控、资金使用等方面，同时通过面对面

厂房基本建设完成，一套设备已进场。

相关镇街已完成项建、可研、初设批复以及施工图审查批复工作；项目借地、
拆迁、管线迁改等前期处理已基本完成，基本达到“无障碍”施工条件。

仁和街道人大工委
交流的形式，让问题得到落实解决。人大代
表全程监督，助推民生实事项目办实办好，
街道人大将继续狠抓督促检查，进行跟踪督
查，重点对进度不快、完成率较低的项目进
行督查督办。

目标：
开工建设 2 条森林古道。
黄湖森林古道项目已完成招标，并于 6 月 30 日进场施工。
百丈森林古道项目完成招标，并于 7 月初进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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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公厕建设情况

按照项目建设的性质和区域，将十大民
生实事项目划入相应的代表联络站，实行代
表联系监督项目责任制。10 个民生实事项
目一年开展 3 轮督查，截至 7 月中旬已开展
至第二轮督查，共督查 14 次。制定《2018 年
民生实事项目安排计划表》和《2018 年余杭
街道民生实事项目每月推进报告单》，通过
报送信息了解项目实时推进情况，代表监督
小组对存在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提出加快推
进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帮助化解矛盾、破解
瓶颈。各代表监督小组还将在年底前对所
联系项目出具评估报告，为大会期间代表对
项目实施的满意度测评提供参考。

交通改善

西部五镇供水管道延伸工程完成
15.3%工程量。

目标：
新增、更新公交车不少于 100 辆。

针对小城镇提升改造项目，由镇人大牵
头建立民主协商议事小组，做到众人的事情
众人商量着办，把在小城镇改造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来解决。一方
面可以建立起一条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另一
方面，可以更广泛地收集民智民意，把群众
的想法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依据，使出台
的政策更符合群众的意愿。
◀ 视察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中泰加压供水二期工程完成 25%工程
量。

临平公交停保基地充电桩已建成，为购置纯电动公交车做好前期准备。

目标：
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1000 个。

目标：
完成平原地区农村老旧供水管
网改造 35 公里。

项目均已开工。

已改造管网 15.1 公里

教育卫生

目标：
完成燃气改造 3500 户。

目标：
实施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段学生放学后托管新政。
全区所有公、民办小学和幼儿园已于春季开学第一周开始
实施托管政策。

目标：
新建、改建 20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改造提升
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信息系统，配备 60 台

黄湖镇人大

石门水厂完成项建、可研、选址、用地预
审，初步设计已编制完成；馒头山水厂完
成项建、选址、用地预审及可研报批。

已新增公交线路 4 条，优化调整 2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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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供气
目标：
持续推进山区农村大管网供水
工程，开工建设石门、馒头山 2 个小型
水厂和中泰加压供水二期工程。

目标：
新增、优化公交线路不少于 10 条。

余杭街道人大工委

垃圾治理
目标：
推行“虎哥回收”干湿垃圾分离
模式，服务居民总数达到 20 万户。

封闭式小区 66 个
2 台正在方案
公示阶段

15 个已开
工或进入
招投标

已完成 16 个城市阅读空间建设。

目 标 ：完 成
143 个老旧住宅
小区物业管理
改善工作。

目标：推进既有多层
住宅电梯加装，做到
“愿改尽改”。

3个
已开工

6 个主体
建筑结顶

目标：
建成社区文化家园 35 个。

余杭街道（0.2 万方）
正在施工图设计

3 台交付
使用

文化惠民
目标：
新增农村文化礼堂 15 个。

东湖街道（1.1 万方）已进场施工

塘栖镇人大

养老助残
目标：
新增 30 家示范型以上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

（数据截至 2018 年 6 月底）

场，走进代表联络站，收集第一手资料，重点围绕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积极建言献策、主动牵线搭桥、合力协助推动，形成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好经验、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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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移动随访包。
33 家计划新改建的卫生服务站已有 31 家
落实医疗用房。10 家卫生服务站已开工
建设。
《余杭区基层卫生信息一体化项目建设方
案》已通过信息中心专家论证，并完成网络、计算
机、硬件等招标工作和瓶窑、闲林系统切换。
移动随访包已确定参数，完成招标程序。

已完成改造 13 个项目，81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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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改善
目标：东苕溪美丽河道创建工程，建设堤
顶慢行系统 38 公里及部分节点，完成 20
公里。
美丽河道完成方案编制，年度计划实施的
20 公里堤顶绿道中 10 公里已完成招标。

目标：余杭塘河景观提升工程，开工 8 公
里，完成 5 公里。

完成项建、可研、选址、用地预审、PPP 招标，
已完成详勘，先行开工段完成进场前准备。

目标：建设口袋公园 35 个。
已完成建设 15 个

目标：
开工建设特殊教育学校。

目标：新建、改建标准公厕 150 座。

桩基施工已经基本完成。

已完成新建、改建 103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