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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份民生工程进展情况
民生办〔2021〕14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民生工程牵头单位：
资金拨付率 100%；九是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
2021 年我市实施 32 项民生工程，
截至 8 月底， 其中，建成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 126 个，秸秆产
已到位资金 156.5 亿元，
资金到位率 81.3%，
拨付资
业化利用 79.2 万吨，完成率均 100%；十是就业创
金 129.7 亿元，
资金拨付率 67.3%。
业促进工程，其中，公益性岗位开发 2602 个，完
一、进展情况
成率 118%，就业见习岗位开发 1795 个，完成率
10 项工程完成年度任务。一是困难残疾人
137.4%。
康复，其中，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 13673 名，
6 项工程部分完成任务。一是幼儿托育、妇
完成率 194.2%，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2430 名，完成
幼健康和职业病防治，其中，新增托位 1645 个，完
率 230.1%；二是城乡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成 率 164.5% ；婚 前 健 康 检 查 6.9 万 人 ，完 成 率
其中，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70209 人，完成
111.1%，收集监测信息 3827 条，完成率 153.1%；二
率 184.8%，乳腺癌检查 19673 人，完成率 196.7%； 是“安康码”应用，其中，安康码申领量 622.1 万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 颈 癌 检 查 684 人 ，完 成 率
个，完成率 126.4%，累计亮码 24720.7 万次，完成
104.6% ，乳 腺 癌 检 查 740 人 ，完 成 率 113.1% ；三
率 301.5%，核验 15967.7 万次，完成率 164.8%，
“一
是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实 际缴费 220.4 万
码通办”事项 8174 个，完成率 147.5%，新增支持
人，完成率 110.8%;四是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一码就医”的医院 4 个，完成率 100%；三是技能
完工 144 处，完工率 100%；五是“四带一自”特色
培训提升，其中，脱贫稳就业培训 4310 人，完成率
种养业提升行动，其中，特色产业扶贫园区 311
359.2%，新技工系统培养 2650 人，完成率 120.5%，
个，完成率 105.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脱贫
退役士兵培训 1229 人，完成率 118.7%，新型职业
17657 户，完成率 104.6%，开展自种自养且达标
农民培训 3081 人，完成率 101%；四是养老服务和
脱贫 33560 户，完成率 103.5%；六是农村危房改
智慧养老，其中，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率 100%；五
造，完工 810 户，完工率 100%；七是农村电商提
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参保 565.3 万
质 增 效 ，培 育 8 个 电 商 示 范 镇 、28 个 电 商 示 范
人，参保率 102.6%；六是学前教育促进，其中，新
村、8 家超 1000 万元企业，完成率均为 100%；八
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25 个，完工率 100%，幼儿
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拨付保障经费 694 万元， 教师培训 3456 人，完成率 246.9%。

其余 16 项工程有序推进。
二、存在问题
（一）6 项工程项目进度较慢。一是棚户区
和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其 中 ，棚 户 区 改 造 ，开 工 率
64.7%，低于序时进度；基本建成率 86.9%，低于
省平均进度（7 月底全省平均进度 90.7%）；老旧
小区改造，完成率 48%，低于序时进度。二是农
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其中，农村改厕尚
未达到全面开工的要求。三是“四好农村路”建
设，其中，农村公路养护提升，完工率 70%，低于全
省平均进度（7 月底全省平均进度 90.7%）。四是
农田建设工程（跨年度项目），开工 16.3 万亩，开
工率 29%，低于序时。五是文化惠民工程，其中，
送戏进万村演出 819 场，完成率 63%，低于序时。
六是中小学及中职学校教师培训，其中，中小学
学校教师培训完成率 0%。
（二）9 项工程资金支出滞后。水环境生态
补 偿 支 出 率 0% ；
“ 安 康 码 ”应 用 资 金 支 出 率
1.5%；中小学及中职学校教师培训资金支出率
10.8%；农田建设工程资金支出率 11.2%；幼儿托
育、妇幼健康和职业病防治，其中，幼儿托育资
金支出率 13.1%；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资金支
出率 34.2%；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支出
率 41.7%；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其中，棚户区

改造，资金支出率 42%，老旧小区改造，资金支
出率 29.9%；文化惠民工程资金支出率 43.1%。
（三）部 分 项 目 进 展 不 平 衡 。 中 职 学 校 教
师培训，全市完成率 120.9%，涡阳县、谯城区完
成率分别为 50%、75%，进展相对较慢。企业新
录 用 人 员 岗 前 技 能 培 训 ，全 市 完 成 率 106.6% ，
利 辛 县 完 成 率 80.1% 。 义 务 教 育 经 费 保 障 ，其
中，校舍维修改造完工率 99.3%，仅涡阳县未完
成任务。
三、工作建议
一是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加快各项工程的
实施进度，精准调度进展相对较慢的项目，促进
平衡推进，确保 9 月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二是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工程类项目，严
格按照项目建设进度足额拨付资金。资金补助
发放类项目，按月发放的要在月初发放，按季发
放的要在季初发放。
三是持续强化基础工作。按照基础工作规
范化的要求，强化基础资料、基础数据、档案管
理、报表报送，以扎实的基础工作保障民生工程
质量提升。
附件：亳州市 1-8 月份民生工程进展情况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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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 1-8 月份民生工程进展情况统计表
牵头
序号
单位

市住建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司法局
市委组织部
市教
育局

责任项目

1.1

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2

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

2

农村危房改造

3

4

5

6

7

“四好农村路”
建设

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

目标任务：
改造老旧小区 61 个，建筑面积 90.36 万平方米，居民住户 8167 户。
进展情况：
已开工 61 个小区，开工率 100%，改造建筑面积 43.8 万平方米，
完成率 48%，
改造户数 4334 户。
涡阳：
涉及小区9个，
已全面开工，
改造建筑面积任务14.65万平方米，
完成12.3万平方米，
完成率84%，
改造户数1243户。
蒙城：
涉及小区 15 个，已全面开工，
改造建筑面积任务 11.6 万平方米，
完成 8.4 万平方米，
完成率 72%，改造户数 908 户。
利辛：
涉及小区11个，
已全面开工，
改造建筑面积任务33.11万平方米，
完成13.9平方米，
完成率42%，
改造户数1341户。
谯城：
涉及小区 26 个，已全面开工，
改造建筑面积任务 31 万平方米，
完成 9.3 万平方米，
完成率 30%，改造户数 842 户。
目标任务：
新开工 9830 套，基本建成 12449 套。
进展情况：
新开工 6363 套，开工率 64.7%，
基本建成完成 10817 套，基本建成率 86.9%。
涡 阳：新开工任务 1500 套，已开工 972 套，
开工率 64.8%；
基本建成任务 4213 套，
完成 6633 套，基本建成率 157.4%。
蒙 城：新开工任务 922 套，
已开工 875 套，开工率 94.9%；
基本建成任务 4823 套，完成 3548 套，
基本建成率 73.6%。
利 辛：新开工任务 5119 套，已开工 2485 套，
开工率 48.5%；基本建成任务 636 套，
完成 636 套，
基本建成率 100%。
谯 城：新开工任务 1626 套，已开工 1626 套，
开工率为 100%；基本建成任务 552 套,完成 0 套，基本建成率 0%。
高新区：
新开工任务 663 套，
已开工 405 套，
开工率 61.1%；
基本建成任务 2225 套，
完成 0 套，
基本建成率 0%。
目标任务：
完成 810 户农村危房改造，实行动态监管，
建立农村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进展情况：
已开工户数 810 户，
开工率 100%；已竣工户数 810 户，竣工率 100%。
涡阳：
已开工户数 180 户，
开工率 100%；已竣工户数 180 户，竣工率 100%。
蒙城：
已开工户数 300 户，
开工率 100%；已竣工户数 300 户，竣工率 100%。
利辛：
已开工户数 190 户，
开工率 100%；已竣工户数 190 户，竣工率 100%。
谯城：
已开工户数 140 户，
开工率 100%；已竣工户数 140 户，竣工率 100%。

存在问题

月度排名

谯城区、利辛县完成率低，分
别为 30%、42%。

涡阳第一
蒙城第二
利辛第三
谯城第四

利辛县新开工率 48.5%，低
于序时，有 2634 套未开工；
谯城区、高新区基本建成完
成率 0%。

蒙城第一
涡阳第二
谯城第三
利辛第四
高新区第五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目标任务：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交通服务水平，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步伐，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 368.105 公里。深化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完善“路长制”运行机制。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734 公里。提升农村客运服务品质，逐步推
进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提升乡镇运输站场综合利用率，逐步增加具备管理、综合服务、客运、公交、货运、邮政、快递等
三种以上功能的乡镇运输站场数量。
进展情况：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建设 368.1 公里，开工率 100%，建成路面 339.2 公里，完工率 92.1%；农村公路养护提升
开工建设 819.7 公里，
开工率 111.7%，
完工 574.2 公里，完工率 78.2%。
涡阳县农村公路养护提升进
涡阳：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建设 73.8 公里，开工率 100%，建成路面 68.9 公里，完工率 93.4%；农村公路养护提升开工建设
展慢。
233 公里，开工率 100%，完工 50 公里，
完工率 21.5%。
蒙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建设 82.2 公里，开工率 100%，建成路面 82.2 公里，完工率 100%；农村公路养护提升开工建
设 230 公里，
开工率 140%，
完工 230 公里，
完工率 140%。
利辛：
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无任务；农村公路养护提升开工建设 168.5 公里，
开工率 100%，
完工 121.9 公里，
完工率 73.4%。
谯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开工建设 212.2 公里，开工率 100%，建成路面 188.1 公里，完工率 88.6%；农村公路养护提升开工
建设 172.3 公里，开工率 101%，完工 172.3 公里，完工率 101%。

谯城第一
利辛第二
蒙城第三
涡阳第四

目标任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6900 件，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符合标准。
进展情况：
案件审批 5950 件，案件完成率 86.2%，
案件办结 5736 件，结案率 96.4%。
涡阳：
案件审批 1218 件，
案件完成率 76.1%，案件办结 1068 件，
结案率 97.8%。
蒙城：
案件审批 1081 件，
案件完成率 77.2%，案件办结 980 件，
结案率 104.6%。
利辛：
案件审批 1174 件，
案件完成率 78.3%，案件办结 1022 件，
结案率 97.2%。
谯城：
案件审批 1451 件，
案件完成率 96.7%，案件办结 1399 件，
结案率 102.7%。
市本级：
案件审批 1026 件，案件完成率 114%，
案件办结 752 件，结案率 73.3%。

目标任务：
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程，
以加强党的建设为带动，
为 300 个村安排办公经费，
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探索开展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考核激励试点工作。
进展情况：
应安排保障经费 694 万元，已拨付保障经费 694 万元，资金拨付率 100%。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程
涡阳：
应安排保障经费 225.5 万元，
已拨付保障经费 225.5 万元，
资金拨付率 100%。
蒙城：
应安排保障经费 139.5 万元，
已拨付保障经费 139.5 万元，
资金拨付率 100%。
利辛：
应安排保障经费 190.5 万元，
已拨付保障经费 190.5 万元，
资金拨付率 100%。
谯城：
应安排保障经费 138.5 万元，
已拨付保障经费 138.5 万元，
资金拨付率 100%。
目标任务：
对利辛县营养改善计划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施全覆盖，惠及学生 114268 人，
动态调整，
实施学校覆盖率和受
义务教育营养改善
益学生覆盖率均为 100%，
做到应享尽享。
进展情况：
仅利辛县实施。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学生112418人，
实施学校和受益学生覆盖率100%，
累计补助资金4482.1万元。

谯城第一
蒙城第二
利辛第三
涡阳第四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仅利辛县实施。

学前教育促进

目标任务：
实施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项目 25 个，资助幼儿 10617 人次，培训幼儿教师 1393 人次。
进展情况：已开工建设 25 个项目，开工率 100%,完工 25 个项目，完工率 100%，完成投资额 6830 万元，投资完成率 100%；
幼儿资助 9442 人，
资助完成率 88.9%；幼儿教师培训 3456 人，
培训完成率 246.9%。
涡阳：涉及 5 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完工 5 个项目，完工率 100%，完成投资额 1615 万元，投资完成率 100%；幼儿资助任务
2812 人，
已资助学生 2483 人，
资助完成率 88.3%；幼儿教师培训任务 350 人，已培训 1039 人，
培训完成率 296.9%。
蒙城：涉及 5 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完工 5 个项目，完工率 100%，完成投资额 1753 万元，投资完成率 100%；幼儿资助任务
2682 人，
已资助学生 2481 人，
资助完成率 92.5%；幼儿教师培训任务 350 人，已培训 733 人，
培训完成率 209.4%。
利辛：涉及 7 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完工 7 个项目，完工率 100%，完成投资额 454 万元，投资完成率 100%；幼儿资助任务
3545 人，
已资助学生 3350 人，
资助完成率 94.5%；幼儿教师培训任务 350 人，培训 934 人，培训完成率 266.9%。
谯城：涉及 6 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完工 6 个项目，完工率 100%，完成投资额 2903 万元，投资完成率 100%；幼儿资助任务
1500 人，
已资助学生 1000 人，
资助完成率 66.7%；幼儿教师培训任务 350 人，培训 750 人，培训完成率 214.3%。
高新区：涉及 2 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完工 2 个项目，完工率 100%，完成投资额 105 万元，投资完成率 100%；幼儿资助任务
77 人，
已资助学生 128 人，资助完成率 166.2%。

谯城第一
蒙城第二
涡阳第三
利辛第四

中小学及中职
学校教师培训

目标任务：组织中小学教师、校长 7890 人次,中职教师 155 人分层分类参加培训，提高中职中小学教师素质和校长办学
治校能力。通过推进重点项目、示范引领、创新培训模式、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培训基地，切实提升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和建设水平，加快建成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教学手段精湛、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中小学和中职专业化的“双
师型”
教师队伍。
进展情况：
中小学教师已培训 0 人；
中职教师已培训 185 人，
培训完成率 120.9%。
中小学教师培训整体进展较慢。
涡阳：
中小学教师已培训 0 人；
中职教师已培训 5 人，
培训完成率 50%。
蒙城：
中小学教师已培训 0 人；
中职教师已培训 92 人，
培训完成率 248.7%。
利辛：
中小学教师已培训 0 人；
中职教师已培训 20 人，
培训完成率 90.9%。
谯城：
中小学教师已培训 0 人；
中职教师已培训 9 人，
培训完成率 75%。
市本级：
中职教师已培训 0 人，
中职教师已培训 59 人，
培训完成率 81.9%。

蒙城第一
谯城第二
涡阳第三
利辛第四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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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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