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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 1-8 月份民生工程进展情况统计表
(上接 12 版)
牵头
序号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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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项目

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

目标任务：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惠及学生 791531 人，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数 64755 人，
维修改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舍项目 50 万平方米。
进展情况：免除学杂费 793310 人，补助金额 54702.2 万元；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 791581 人，采购金额 4309.9 万元；补助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72073 人，补助资金 2720.2 万元；校舍维修改造开工 501740 平方米，开工率 100%，完工 498020 平方米，完
工率 99.3%。
涡阳：免除学杂费 182137 人，补助金额 12188.3 万元；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 182137 人，采购金额 968.7 万元；补助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 16160 人，
补助资金 589.8 万元；
校舍维修改造 160134 平方米，开工率 100%，完工 156414 平方米，
完工率 97.7%。
涡阳县校
蒙城：免除学杂费 198790 人，补助金额 14920.4 万元；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 198790 人，采购金额 1052.1 万元；补助家庭
舍维修改造未
经济困难寄宿生 18850 人，补助资金 720.3 万元；
校舍维修改造 95853 平方米，
开工率 100%，完工 95853 平方米，完工率 100%。
完成任务。
利辛：免除学杂费 197006 人，补助金额 14368.8 万元；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 197006 人，采购金额 1170.2 万元；补助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 19633 人，补助资金 693.6 万元；
校舍维修改造 153523 平方米，开工率 100%，
完工 153523 平方米，完工率 100%。
谯城：免除学杂费 163541 人，补助金额 11221.4 万元；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 163541 人，采购金额 835.8 万元；补助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 14456 人，
补助资金 572.7 万元；
校舍维修改造 87430 平方米，
开工率 100%，完工 87430 平方米，
完工率 100%。
市直：
免除学杂费 8072 人，补助金额 769.6 万元；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746 人，补助资金 35.1 万元。
高新区：免除学杂费 43764 人，补助金额 1233.7 万元；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 50107 人，采购金额 283.1 万元；补助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 2228 人，
补助资金 108.7 万元；校舍维修改造 4800 平方米，开工率 100%，完工 4800 平方米，完工率 100%。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月度排名

蒙城第一
利辛第二
谯城第三
涡阳第四

市教育局
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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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发放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 4562 人、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 75 人、中职学校免
学费补助 38541 人、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9397 人、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4585 人、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15811 人，确保资助资金及时
足额发放。
进展情况：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 0 人，发放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 34393 人，发放金额 4969.7 万元；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
学金 9011 人，发放金额 892.2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5646 人，发放金额 414.8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19661 人，发
放金额 2035 万元。
涡阳：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 0 人，发放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 3722 人，发放金额 523.1 万元；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574
人，发放金额 51.8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1371 人，发放金额 102.9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4901 人，发放金额 490.7
万元。
蒙城：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 0 人，发放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 10027 人，发放金额 1486.6 万元；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1979 人，发放金额 192.9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1091 人，发放金额 77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4007 人，发放金额
401.8 万元。
利辛：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 0 人，发放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 4289 人，发放金额 634.2 万元；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3026 人，发放金额 297.9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2318 人，发放金额 175.7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4397 人，发放金
额 505.6 万元。
谯城：
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0人，
发放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2146人，
发放金额203.5万元；
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298人，
发放金额35.8万元；
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391人，
发放金额27.8万元；
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2838人，
发放金额285.1万元。
高新区：
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191 人，发放金额 8.7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1498 人，发放金额 149.8 万元。
市本级：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奖学金 0 人，发放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 14209 人，发放金额 2122.4 万元；发放中职学校国家助学
金 3134 人，发放金额 313.8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284 人，发放金额 22.7 万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2020 人，发放金
额 202.1 万元。

8 月份放假，无资助发
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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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加强工程管理维护，保证工程安全运行，维修养护 144 处，覆盖服务人口 190.66 万人。主要包括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及其配套设施修缮，供水设备及元配件、水表等更换，供水管材管件、净化消毒滤料和药剂试剂购置与更换，水质检测监测药
剂和易耗品，
仪器设备原配件的更换等支出。
进展情况：维护养修开工 144 处，开工率 100%，完工 144 处，完工率 100%，覆盖服务人群 190.66 万人，支出资金 1749 万元，支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出率 41.4%。
涡阳：
维护养修开工50处，
开工率100%，
完工50处，
完工率100%，
覆盖服务人群50.93万人，
支出资金465.6万元，
支出率86.7%。
蒙城：
维护养修开工16处，
开工率100%，
完工16处，
完工率100%，
覆盖服务人群34.98万人，
支出资金611.1万元，
支出率97%。
利辛：
维护养修开工45处，
开工率100%，
完工45处，
完工率100%，
覆盖服务人群50.4万人，
支出资金420万元，
支出率88.3%。
谯城：
维护养修开工33处，
开工率100%，
完工33处，
完工率100%，
覆盖服务人群49.35万人，
支出资金252.2万元，
支出率9.9%。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市妇联

城乡适龄妇女“两癌”
免
12.1 费筛查（城镇低保适龄
妇女“两癌”
免费筛查）

目标任务：
完成 654 人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免费筛查、654 人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乳腺癌免费筛查。
进展情况：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684 人，
完成率 104.6%；
完成乳腺癌检查 740 人，
完成率 113.1%。
涡阳：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164 人，
完成率 117.1%；完成乳腺癌检查 217 人，完成率 155%。
蒙城：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160 人，
完成率 100%；
完成乳腺癌检查 160 人，
完成率 100%。
利辛：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150 人，
完成率 100%；
完成乳腺癌检查 153 人，
完成率 102%。
谯城：
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210 人，
完成率 102.9%；完成乳腺癌检查 210 人，完成率 102.9%。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城乡适龄妇女“两癌”
免
12.2 费筛查（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筛查）

目标任务：
完成 3.8 万人 35-64 岁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完成 1 万人乳腺癌检查。
进展情况：
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70209 人，
完成率 184.8%；完成乳腺癌检查 19673 人，
完成率 196.7%。
涡阳：
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39084 人，
完成率 390.8%；
完成乳腺癌检查 4441 人，
完成率 148%。
蒙城：
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9274 人，完成率 103%；
完成乳腺癌检查 9274 人，
完成率 463.7%。
利辛：
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11919 人，
完成率 119.2%；
完成乳腺癌检查 3275 人，
完成率 109.2%。
谯城：
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9932 人，完成率 110.4%；
完成乳腺癌检查 2683 人，
完成率 134%。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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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
14

15

市数据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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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新增托位 1000 个，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1.2 个左右。免费婚前健康检查约 6.2 万人，婚检率稳定在 85%左右，保证婚
检工作质量；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常规免疫接种约 1086687 剂次，第一类疫苗适龄儿童接种率达 90%以上，建卡率达到 95%以
上。收集职业健康监测信息不低于 2500 条。
进展情况：新增托位 1645 个，完成率 164.5%；完成婚前健康检查 6.9 万人，完成率 111.1%；完成免疫接种 73.4 万剂次,完成率
67.5%；
收集监测信息 3827 条，完成率 153.1%。
幼儿托育：完成年度任务。
涡阳县免
涡阳：新增托位 350 个，完成率 145.8%；婚前健康检查 1.6 万人，完成率 101.2%；完成免疫接种 14.4 万剂次,完成率 62.4%；收
职业病防治：
完成年度任务。
幼儿托育、妇幼健康和
疫接种率低于
集监测信息 770 条，
完成率 154%。
妇幼健康：
职业病防治
序 时 ，为
蒙城：新增托位 260 个，完成率 100%；婚前健康检查 1.7 万人，完成率 118.4%；完成免疫接种 18.1 万剂次,完成率 69.4%；收集
利辛第一 谯城第二
62.4%。
监测信息 831 条，
完成率 166.2%。
蒙城第三 涡阳第四
利辛：新增托位 415 个，完成率 172.9%；婚前健康检查 2 万人，完成率 125.4%；完成免疫接种 15 万剂次,完成率 70.1%；收集监
测信息 861 条，完成率 172.2%。
谯城：新增托位 620 个，完成率 238.5%；婚前健康检查 1.6 万人，完成率 100.2%；完成免疫接种 25.9 万剂次,完成率 68%；收集
监测信息 1365 条，
完成率 136.5%。

出生缺陷防治

目标任务：
全面开展产前筛查，产前筛查 2.4 万人，
孕妇咨询随访率达到 85%以上。
进展情况：
完成产前筛查 20335 人，完成率 84.7%，孕妇咨询随访率 93.7%。
涡阳：
完成产前筛查 3906 人，
完成率 70.1%，
孕妇咨询随访率 93.6%。
蒙城：
完成产前筛查 4547 人，
完成率 80.5%，
孕妇咨询随访率 96.7%。
利辛：
完成产前筛查 4681 人，
完成率 79.9%，
孕妇咨询随访率 93.3%。
谯城：
完成产前筛查 7201 人，
完成率 104.1%，
孕妇咨询随访率 91.2%。

目标任务：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数 578 个；乡村医生岗位培训人数 5165 人；具有执业（助
理）医师的村医进修人数 239 人；
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修人数 6 人。
进展情况：
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数 578 个，
完成率 100%；
乡村医生岗位培训人数 5165 人，
完成
率100%；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医进修人数232人，
完成率97.1%；
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修人数6人，
完成率100%。
涡阳：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数 162 个，完成率 100%；乡村医生岗位培训人数 1580 人，完成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和村 率 100%；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医进修人数 53 人，
完成率 100%；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修人数 1 人，
完成率 100%。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蒙城：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数 118 个，完成率 100%；乡村医生岗位培训人数 827 人，完成率
100%；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医进修人数 47 人，
完成率 100%；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修人数 2 人，完成率 100%。
利辛：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数 174 个，完成率 100%；乡村医生岗位培训人数 1447 人，完成
率 100%；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医进修人数 66 人，
完成率 100%；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修人数 1 人，
完成率 100%。
谯城：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数 124 个，完成率 100%；乡村医生岗位培训人数 1311 人，完成
率 100%；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医进修人数 66 人，
完成率 90.4%；
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修人数 2 人，
完成率 100%。

“安康码”
应用

目标任务：到 2021 年底，安康码申领量达到 498 万，安康码累计亮码达到 8282 万次、核验达到 9938 万次，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撑程度较高。在场景拓展方面，市、县政务服务大厅支持“一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 5542 个，新增支持“一码
就医”
的医院数量达 4 个，
新增安康码场景应用 4 个，企业码场景应用数量达 2 个。
进展情况：安康码申领量 622.1 万个，完成率 126.4%；安康码累计亮码 24720.7 万次，完成率 301.5%；核验 15967.7 万次，完成
率 164.8%；
“一码通办”事项 8174 个，
完成率 147.5%；新增支持“一码就医”
的医院 4 个，
完成率 100%。
涡阳：安康码申领量 161.42 万个，完成率 128%；安康码累计亮码 7932.92 万次，完成率 351.1%；核验 3916.85 万次，完成率
152.9%；
“一码通办”事项 1543 个，完成率 106.6%；新增支持“一码就医”的医院 1 个，完成率 100%。
蒙城：安康码申领量 142.51 万个，完成率 119.7%；安康码累计亮码 3750.1 万次，完成率 167.5%；核验 4631.18 万次，完成率
184.7%；
“一码通办”事项 1448 个，完成率 100%；新增支持“一码就医”的医院 1 个，完成率 100%。
利辛：安康码申领量 151.84 万个，完成率 136.8%；安康码累计亮码 7165.87 万次，完成率 326.9%；核验 3969.24 万次，完成率
175.3%；
“一码通办”事项 1751 个，完成率 120.9%；新增支持“一码就医”的医院 1 个，完成率 100%。
谯城：安康码申领量 148.31 万个，完成率 118.4%；安康码累计亮码 5435.43 万次，完成率 221.3%；核验 3081.78 万次，完成率
114.1%；
“一码通办”事项 1443 个，完成率 131.2%；新增支持“一码就医”的医院 1 个，完成率 100%。
高新区：安康码申领量 18 万个，完成率 100%；安康码累计亮码 436.39 万次，完成率 83.7%；核验 368.6 万次，完成率 82.8%；
“一码通办”
事项 132 个，
完成率 132%。
市本级：
“一码通办”
事项 1857 个，
完成率 420.2%。

蒙城第一
谯城第二
涡阳第三
利辛第四

利辛第一
蒙城第二
谯城第三
涡阳第四

蒙城第一
利辛第二
涡阳第三
谯城第四
高新区第五

(下转 1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