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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晨报昌吉新闻中心消息：去年，昌吉市
财政投入民生建设高达 49.3 亿元，
占到地方
财政支出 83%。今年，这个比例还会再增
加，
政府工作报告中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
按照老百姓
的话就是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在此本
报细致解读报告中关于民生建设的内容。
把群众意愿写进报告里
今年在政府报告里把十大惠民实事写
了进去。今年要实现群众期盼的事有：建
设第九中学；完成宁边广场景观建设项目；
完成四个街头游园，新建免费公厕六座，回
购十座；实施暖房子工程，完成 100 万平方
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以及五个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和 15 个小区二网改造；新建公租房
994 套，完成棚户区改造 1015 户，实施安居
富民工程 3249 户；建设昌吉体育场项目；完
成六工、佃坝等五个乡镇农村安全饮水工
程；新增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20 个，增加公共
自行车 400 辆；实现环卫工人免费早餐工
程；完成南公园西路第八小学和青年南路
亚中商场地下通道建设。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14 年，昌吉市低保提高至每人每月
390元，
农村低保提高至每人每年3600元，
城

乡医疗救助最高限额提高至三万元。全市创
建了居家养老服务示范点十个，
残疾人托养
中心、
自治区残疾人中专学校二期项目主体
完成，
社会福利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今年，对于就业困难人员，将保持“零
就业”家庭 24 小时动态清零。制定出台支
持养老服务业发展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养老服务，启动实施老年养护综合楼、精
神病专科医院等项目。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去年，昌吉市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2%，这得益于全面推进的“蓝天行动”。据
介绍，昌吉市在全州率先划定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花店二期、三期脱硝减排工程顺利
完成，依法关停环境污染企业 33 家，拆除小
锅炉 36 台。南部矿区环境综合执法深入实
施，依法拆除兰炭企业两家。严格执行水
资源管理制度，
填埋非法机井 81 眼。
今年，昌吉市将进一步严格实行节能
减排“一票否决”，实施黄标车限行、无标车
禁行措施。坚决制止私挖盗采、浪费资源
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昌吉市今年将全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建
设，完成市一中、市二小、六工镇中心学校

综合教学楼和市七中宿舍楼建设项目，建
成十二小塑胶运动场，实现城区学校塑胶
运动场全覆盖。
继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市人民
医院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逐步完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保障体系。
去年，昌吉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落
实科技三项经费 1.2 亿元，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4 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格市通过国
家验收，学区划分科学调整，
“大班额”、
“择
校热”得到有效缓解。
打造人民满意廉洁政府
今年，昌吉市将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建设，强化对全力运行的监督和
制约，加大纠风和专项治理力度。
压缩“三公”经费，严禁铺张浪费，把有
限的资金更多地用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
上，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清廉政府。据了
解，去年昌吉市清退办公用房 10194 平方
米，
“ 三公经费”下降 27.6%，节约政府采购
资金 3795 万元，
偿还历史债务 3.6 亿元。
同时，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
简政放权，清理审批事项。健全完善绩效
考核体系，强化问责问效，下定决心消除
“中梗阻”
，
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晨报记者 马永平 王薇)

政协昌吉市八届五次会议闭幕 共征集提案 156 件
晨报昌吉新闻中心消息：政协昌吉市
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后，于 1 月 13 日下午胜利闭幕。近一
个月以来和本次会议期间，昌吉市政协和
大会提案组共收到委员提案 156 件。
本次会议以提案形式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内容十分丰富。经分类统计，工商服务
类 15 件，占总数的 10%；市政交通类 50 件，
占总数的 32%；农村工作类 40 件，占总数的
26%；社会事业类 51 件，占总数的 33%。
从总体情况来看，本次会议征集到的
提案重点突出，既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又关注民生福祉，涵盖了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与往年相比，提案更
具超前性、可行性、针对性。
从提案撰写和提交情况看，绝大多数
委员立足本职，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同
时，有效转化“四问”、议政文稿、专题协商
议政等政协履职成果，为建设昌吉、发展昌
吉积极出谋划策。通过对这些提案的研究
和落实，对昌吉市的转型发展、民生改善和
长治久安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不断提高提案质量，本次大会召
开前，提案委员会会同各专委会对已征集
到的提案预先进行了初步审查，与委员进
行了互动修改。本次大会闭幕后，市政协

将根据《昌吉市政协提案工作规则》，尽快
召开提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大会征
集到的提案进行专项审查和立案。
对确定立案的政协提案，市政协将及
时转交市委、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分类
办理，并积极做好提案督办督查工作和协
调服务工作。对提案立案和交办情况，市
政协将以适当方式向委员通报，并向社会
公示。对未予立案的委员提案，不再向政
府转交，由市政协各专委会建档备查，提案
人也可在原提案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扩展性
研究，从而形成新的提案或其他履职成果。
(晨报记者 王薇 马永平 通讯员 杨漠)

委员提案

公共建筑命名
应凸显历史文化特色

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
破解
“入园贵”

呼吁关注流浪狗
细化部门、
经费 加强管理

晨报昌吉新闻中心消息：在此次政协会议上，委
员吴霞认为，昌吉市的公共建筑命名应凸显历史文
化，地名命名也应更进一步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内
涵，凸显昌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建筑物、街路巷地
名标志牌在城市对外开放和城市形象提升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昌吉市的道路命
名多以城市名来命名，比如吐鲁番路、石河子路、塔
城路等，公共建筑命名的更罕有以历史名人来命名。
吴霞委员提到昌吉市其实是很有历史文化的，
昌吉的名字由来就从元代开始，从蒙语“仰吉八里”
转化而来。她建议，以后新建的公共建筑就可以多
以历史文化来命名。同时组建城市公共设施命名机
构，组建城市文化资料库。将对城市发展中的每个
文化节点分门别类进行收集，整理成册。制定出台
《昌吉市城市公共设施命名总体规划》。
(晨报记者 马永平 王薇)

晨报昌吉新闻中心消息：正在召开的昌吉市“两会”
上，政协委员郭明关注到学前教育已经成为目前昌吉市
快速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建议政府扩大公办园的数量和
规模，努力构建多元化学前教育发展格局。
记者通过走访调查，
目前昌吉市民办幼儿园收费普遍
在千元上下。郭明委员认为，
民办幼儿园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孩子
“入园难”
的问题，
但民办幼儿园缺乏统一管理和
资金支持，在办园管理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教师队
伍流动性大，
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特
别是民办幼儿园收费贵，
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关于如何解决好“入园贵”的问题，郭明委员建议，扩
大公办幼儿园，完善“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在城乡资源短缺的地区尽快制定和落实发展规
划，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富
余资源也要优先着手于改扩建幼儿园，促进公办幼儿园
合理布局，
要建好、用好和管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晨报记者 王薇 马永平）

晨报昌吉新闻中心消息：日前，本报《男童半年被
流浪狗咬伤两次》一文报道了流浪狗咬人事件。昌吉
市政协委员贠新梅呼吁政府细化管理流浪狗部门和经
费，
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加强对全市犬类的管理。
贠新梅委员在提案中称，因房屋拆迁、主人离世或
发生变故、养狗人缺乏责任意识等原因是大量流浪狗
涌现的主要原因，同时，流浪狗没有相应管理制度以及
没有流浪狗收容场所和相关费用，大部分地方对狗的
繁殖及结扎没有做相关规定，这些都为流浪狗的产生
埋下了隐患。
贠新梅委员建议，
通过动物福利制度保障流浪动物
的权益，规范流浪狗收留和收养程序，特别是领养狗的
人不仅要通过考核审核，
还要接受动物保护义工的随时
追踪及审查，避免再次被抛弃。此外，支持公益团体收
容流浪动物，将流浪狗的管理部门细化至每个社区、街
道，
政府对流浪狗管理部门经费补贴也做细化规定。
（晨报记者 王薇 马永平）

编辑：卓园园 网上投稿地址:www.8801111.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