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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7年打通90条断头路后，
“继续打通断头路”又被写入了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昨日，市政
协委员、市建委主任张樵在接受成
都商报采访时表示，“之前已经统
计在列的40多条断头路，今年将全
部打通。”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8年
要扎实推进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
施“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构建公共
服务设施网络体系，新开工公共服
务配套项目800个以上。抓好李家岩
水库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强海绵城
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加大地下
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加快建设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和天府绿道，打造
城市生态、人文、经济功能复合体。

天府绿道是市建委最重要的
工作之一，张樵介绍，2018年，天府
绿道将按规划全方位推进。特别是
依托于环城生态带的锦城绿道，各
期、各段工程今年将全部开工建
设。锦城绿道串联11个中心城区，
全网长度500公里，并将融入体育、
博览、艺术等设施，让环城生态带
成为可进入、有内涵的多功能区
域。“特别要说明的是，锦城绿道的
主线将不会与任何道路路面相交，
就像国外的‘自行车高速公路’，成
为骑行、跑步的绝佳场所。”

断头路一直是困扰市民出行
的一个难题，也时时在给城市添
堵。张樵介绍，在前期调查梳理断
头路的基础上，今年将花大力气，
解决这一困扰市民的难题。“之前
已经统计在列的40多条断头路，今
年将全部打通。”张樵称，断头路多
出现在几个区（市）县交界的地方，
需要市级部门协调解决，所以推进
存在不小的难度，“今年将下决心
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此前未纳入
统计的简阳市，也将全面梳理境内
及与其他区县交界地的断头路，然
后根据梳理结果，逐步打通。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2018年十大民生实事发布

城市音乐厅今年建成
新增10万个学位
家门口什么时候能通上地铁？娃娃入学有没有新增学

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每一年的
民生实事项目都是市民关注的焦点。昨日，2018年十大民生
实事与政府工作报告同步发布，分为方便市民出行、提升市
容环境、促进就业创业、做好扶弱助困、推动教育发展、加强
医疗养老、保障食药安全、改善居住条件、实施文体惠民、推
进便民服务十个大类共68项，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8 市 “ 两 会 ” 特 别 报 道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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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政协委员、市卫计委
主任谢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成都
将深入推进健康成都战略，进一步
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匹配新的城
市空间布局和产业新城规划，新建
一批优质医院。

谢强表示，随着成都城市空间
格局的重塑和产业新城的规划，新
的医疗资源很快将匹配到位。例如
天府新区的三级医院建设项目已
在推进，淮州新城、天府国际空港
新城等也都规划了三级医院建设。
此外，所有产业新城都将依照“15
分钟生活圈”来规划建设医疗设施
配套。

在儿科服务能力提升方面，谢
强表示，市卫计委联合市发改委、市
教育局等部门去年下半年出台了

《成都市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

革与发展实施方案》，方案已明确了
一系列做法。例如，加大对儿科医师
转岗培训支持力度，给予培训合格
且转岗到儿科的医生给予不低于
1.5万元补贴。优化优质儿童医疗资
源区域布局，着力提升成都天府新
区、天府国际空港新城、简州新城、
淮州新城等区域优质儿童医疗资
源供给能力。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
酬待遇。儿科医务人员薪酬至少达
到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平均薪
酬水平的1.2~1.5倍，提升儿科医务
人员岗位吸引力等。

谢强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把
三大健康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卫生与健康水平的最主要
标准，即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常住
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常住人口婴
儿死亡率。目前，成都市孕产妇死

亡率只有4.66/10万，为历史新低，
人均期望寿命也提升到了79.89
岁，这是成都人越来越健康的成
绩的体现。

谢强表示，推进健康成都战
略，除了医疗资源到位，更重要的
是市民自身身体素质提升。因而，
他建议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推进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引导。“医
疗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人人健康”，
他表示，倡导健康生活、传播健康
知识、普及健康意识，对于实现健
康体魄，意义重大。此外，他还表示

“健康应该进万策”。所谓“进万
策”，在他看来，城市发展和民生的
众多政策中，都应融入“健康”的思
考和理念，例如环保、教育、城市管
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方面。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市卫计委主市卫计委主任谢强任谢强：：

匹配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新城规划
成都将新建一批优质医院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市市建委主任张樵建委主任张樵：：

全方位推进天府绿道建设
今年将继续打通40多条断头路

方便市民出行
三环路扩能提升 新增延时公交10条以上

提升市容环境
治理大气污染 二环路增绿提质

今年，成都将开通运营地铁1号
线三期；完成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
启动锦江绿道（一期）工程，建成熊
猫绿道102公里、锦城绿道（一期）34
公里；持续推进“互联网＋交通治

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加快城乡
客运一体化建设，新增20个行政村
通客车；加密中环路至绕城高速区
域公交线网，新开线路10条以上。新
增延时公交10条以上。

“三治一增”依然是2018环境
工作的重点。今年将实施人工增雨
治理大气污染，在中心城区开展

“科技治霾超细清水雾系统”项目
试点示范；完成全市“黑烟车”智能
监控识别系统和环境监察移动执
法系统升级；完成第八污水处理厂
20万吨/日再生水利用工程；提升
二环路绿化面积20万平方米，实现

立交桥桥柱绿化覆盖4万平方米；
打造“花园式特色街区”26个；完成
龙泉山脉生态修复提升工程1.5万
亩；全市新建环卫公厕200座、改造
环卫公厕109座；完成城市道路检
查井盖病害治理1万个；打造背街
小巷环境综合整治示范街22条；新
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2000座、
旅游厕所30所。

促进就业创业
建成运营青年人才之家22个

成都将对创业的在校大学生和
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创业
补贴；新增吸纳大学生就业创业7万

人；建成运营青年人才之家22个，开
展活动130场，服务青年蓉漂、青年
人才1万人次。

做好扶弱助困
为建档困难职工和环卫工人免费体检

成都将为1000名残疾儿童提供
康复服务；资助10万人次残疾人参
加社会保险；扶持1.1万名农村残疾
人发展生产、5.7万名残疾人实现居
家灵活就业。

给予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
父母每人每年960元奖扶金；给予符

合条件的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家庭
父母每人每年6240元或7800元扶助
金。

为符合条件的建档困难职工每
人每年提供500至1000元的生活和
医疗救助；对建档困难职工和环卫
工人免费进行健康体检1.5万人。

推动教育发展
新增学位10万个

成都将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和幼儿园100所，新增学位10万
个；推进社区教育机构标准化建
设，新增规范化社区教育学校20
所、示范社区教育工作站30个；建

成“留守儿童之家”市级示范点9
个，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全覆
盖；对公办中职学校成都籍学生
及非成都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
除住宿费。

加强医疗养老
建成社区养老院61个

成都将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硬件设施，完成70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完成9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诊疗设备提档升
级，完成500家村卫生室公有化标准
化建设。

婚前医学检查率达80%以上；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80%以上。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法
定人群全覆盖，城乡养老保险参保覆
盖率保持在90%以上；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7%。打造15分钟
养老服务圈，建成社区养老院61个。

保障食药安全
开通移动端便民购药电子地图

成都将在药品零售环节推广电
子处方，全市电子处方试点药店达
1000家以上，并开通移动端便民购

药电子地图。全市80%的持证餐饮
服务单位实现“明厨亮灶”，“明厨亮
灶”网络实时监管达5000家。

改善居住条件
基本建成公租房4000套

成都将实施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9486户；完成中心城区老旧院落
改造235个；基本建成公租房4000
套，竣工公租房5000套；加快实施公

建配套攻坚行动，中心城区建成公
共服务设施160处；新（改）建标准化
菜市场7个；完成中心城区老旧院落
电力一户一表改造1.2万户。

实施文体惠民
建成成都城市音乐厅

推进便民服务
建设并试运行成都市电梯困人应急处置平台

市民期待已久的成都城市音乐
厅将在2018年露面了。今年，成都将
建成城市音乐厅，建成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44个，开展文

化惠民活动1000场，举办“乐动蓉
城”月末惠民音乐会32场、优秀家
风家训家规档案展，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低收费）开放260万人次。

困在电梯有应急平台来解决
了，今年成都将建设并试运行成都
市电梯困人应急处置平台（一期）。
还有更多的便民服务平台将投入
使用，包括建成投用不动产登记中
心（城东办证点）。新增光纤宽带用
户50万户，新增100个行政村（社

区）光纤覆盖到户。借助银行智慧
终端设备，在500个以上银行网点
为缴存职工提供便捷自助服务。加
强派出所窗口办理公安证件照便
利化，全市新增往来港澳签注一体
机22台。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教育工作
者，市人大代表、天府第七中学党
支部书记、校长陈刚对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感触颇深。

昨天在分组审议时，他就谈到
了自己的调研经历，“近段时间，我
调研了天府新区教育，老百姓普遍
满意，说天府新区教育这几年变化
很大，新区克服资金不足等困难，
超前规划建设了一批优质新学校，

基础学校办学条件有了极大的改
善。2017年，在成都市公共服务满
意度测评中，新区基础教育测评位
列中心城区第二”。

他认为，天府新区要发展成
新的增长极，教育也是最重要的
基础资源条件，必须超前优先筹
划建设，2018年是市委确定的“全
面落实年”，新区教育2018年将努
力推行区域统筹、分层管理的教

育管理改革，就是利用区块链思
维和共享经济理念，把教师编制
向标准管理转变，使每一个教师
都有编制的安全感，从而激发教
师的活力，增强吸引人才的能力，
让有限编制发挥无限作用。他希
望新区能够在办学体制机制、教
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率先改革探
索，为成都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天府天府七中校长陈刚七中校长陈刚：：

希望天府新区办学体制机制

率先改革探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中小学、幼儿园
100所，新增学位10万个。做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
实施优质学校培育计划，努力解决“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
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及家长负担。推进中考制度改革，加快普通
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深入推进“技能成都”
建设。市人大代表、天府第七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刚对此感触
颇深。他希望新区能够在办学体制机制、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率先
改革探索，为成都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25日，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图为代表们走出会场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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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

建设中小学、幼
儿园100所，新增学位
10万个。做好婴幼儿
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
服务。实施优质学校培
育计划，努力解决“择
校热”“大班额”等
突出问题，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及家长负担。推
进中考制度改革，加快
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
展，大力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深入推进“技能
成都”建设。支持在蓉
高校发展，实施“双一
流”大学共建工程，
高水平办好成都学院
等市属高校，建好中国
—东盟艺术学院。筹建

“一带一路”高校教
育联盟和教育协同创
新研究中心。办好继续
教育、社区教育和特殊
教育等，支持在线教育
发展。

深入推进
健康成都战略

加快国家健康城
市试点建设，加强重大
疾病综合防治和慢性
非传染病综合防控，提
升中医药、产科、儿科
服务能力。

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既量力而
行，又尽力而为，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建设幸福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