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的通知

宿政发〔2020〕5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决策部署，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据省政府部署要求，

结合宿州市实际，市政府决定 2020 年继续实施 33项民生工

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增 3项民生工程

（一）农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根据全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在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的同时，因地制宜，建管一体，采取适当模式推

进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加强粪污废弃物收集、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全过程管理，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二）出生缺陷防治。围绕《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

考核方案》和“健康安徽 2030”规划纲要，在所有县区开展产



前筛查技术咨询、孕中期唐氏血清学三联筛查以及优生优育

健康知识宣教等，促进全市产前筛查率稳步提高，有效降低

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三）智慧健康建设。围绕《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形势，在继续推进“智医助理”基础上，

加快“智联网医院”建设，面向基层打造人机协同的诊疗模式，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同时，建设“安康码”综合服务平台，

统筹推进电子健康卡、社会保障卡、医保电子凭证与“安康码”

互联互通，推广更多场景的长期广泛应用，为居民正常生活

提供便利，为加强个人健康管理提供支撑，推动提升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完善 4项民生工程

（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将老旧小区智慧安防

设施建设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适

时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将

高职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覆盖面提高 10%，将普通



本科、高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补助标准从每生每年 3000

元提高到 3300 元。

（四）文化惠民工程。考虑农家书屋已稳步推进，转为

部门日常工作。继续实施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文化信息共享

工程，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农村体育活动。同时，

将农村应急广播建设纳入文化惠民工程内容，建设与全省各

级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有效对接的基层应急广播体系，进一步

提升预警信息发布和政策宣讲服务水平。

三、调整和退出 3项民生工程

农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已单独立项，农村污水、

垃圾治理纳入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统筹实施，农村环境“三大

革命”不再单列。“智医助理”已纳入智慧健康建设统筹实施，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健全机制，转为部门日常工作，智慧医

疗不再单列。秸秆综合利用工程机制已健全，现已常态化运

行，退出民生工程。

四、继续实施 26 项民生工程

继续实施“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党建引领扶贫、资产收

益扶贫、“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

障、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贫困残疾人康复、城



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美丽乡村建设、就业创业促进、农村

电商提质增效、技能培训提升、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困难

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帮扶、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妇幼健康水平提升和职业病防治、智慧学校建

设、学前教育促进、水环境生态补偿、水利薄弱环节治理、

棚户区改造、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 26 项民生工程。

五、工作要求

（一）聚焦民生短板，解决突出问题。以疫情防控为切

入点，聚焦困难人员救助、“四带一自”产业扶贫、美丽乡村

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就业创业促进、智慧健康建设等

项目，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重点群体就业和公共卫生服

务等民生短板。

（二）精准高效实施，加强过程管控。按照项目化实施、

精细化管理的思路，优化推进民生工程的务实举措，重点做

好摸透情况、设计方案、严格评估、列入计划、落实验收等

环节工作，健全民情反映、投入保障、督查考评等工作机制，

狠抓项目建设质量，持续加强过程管控，重点监测民生工程

项目，继续坚持按月调度、按月考核。

（三）坚持尽力量力，落实资金保障。真正过紧日子，

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挥好财



政资金精准补短板和民生兜底作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重点保障改善民生领域的投入，兜牢“三保”底线。

（四）巩固建后管养，切实发挥实效。统筹考虑政府事

权、产权归属、项目特点、经费来源、受益群体等因素，在

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合理确定管养主

体，分类明确管养模式，保障落实管养经费，全面提升管养

水平和质量。

（五）完善绩效评价，提升资金绩效。按照中央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对 33项民生工程全部开

展绩效自评，选取部分社会关注度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

项目开展市级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绩效问题

整改责任落实，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六）强化目标导向，压实各级责任。市财政局承担民

生工程牵头抓总职责，各项目市直主管单位履行主管职责，

县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履行主体职责，对照目标责任书，

强化责任落实、作风建设和跟踪问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真正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附件：1．宿州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2020 年全市 33 项民生工程实施部门分工表



2020 年 5 月 12 日

附件 1

宿州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杨 军 市长

常务副组长：操隆山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马 杰 副市长

韩维礼 副市长

祖钧公 副市长

张海虹 副市长

张晓东 副市长

佘运九 副市长



成 员：卓传计 市委副秘书长

张 民 市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局局长

孙 洲 市政府副秘书长

解福来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唐 明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非公工

委书记

吴 振 市委政研室主任

高 剑 市委编办主任

张 亮 市财政局（国资委）局长（主任）

李晓晖 市科技局局长

李光超 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和储备局）

主任（局长）

郑 超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王建明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张金海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孟丽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刘 光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彭 飞 市民政局局长

朱守坤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史 耘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朱卫东 市水利局局长

宋成远 市房管中心主任

张晓光 市文化和旅游局（广电新闻出版

局）局长

黄 河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刘晓露 市司法局局长

陈 忠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吕金波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

胡兴无 市审计局局长

陈晓莉 市统计局局长

袁观德 市残联理事长

雷云启 市商务局局长



牛慧琴 市医保局局长

高 强 市退役军人局局长

尤计富 市应急局局长

胡 玉 市林业局局长

甘大庆 市城管局局长

王 鹏 市政务服务局局长

朱大忠 市数据资源局局长

史敦文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孟振东 市科协主席

陈 莉 团市委书记

高纯宇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邵 迪 市工商联主席

丁 锋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王 沛 人行宿州市中心支行行长

武 平 宿州技师学院院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国资委），市财政局（国

资委）局长（主任）张亮兼任办公室主任，市非税管理中心

主任王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文光任办公室副

主任。

附件 2

2020 年全市 33 项民生工程实施部门分工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1 “四带一自”产业扶贫 市农业农村局



市扶贫局

市财政局

2 党建引领扶贫工程 市委组织部

3 资产收益扶贫工程

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扶贫局

4 “四好农村路”建设 市交通运输局

5 农村危房改造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6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市水利局

7 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

市医保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扶贫局

8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市教育体育局

9 贫困残疾人康复 市残联

10 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 市司法局

11
美丽乡村建设
工程

美丽乡村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

农村垃圾治理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农村污水处理 市生态环境局

12 农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市农业农村局



13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程 市农业农村局

14 就业创业促进工程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15 农村电商提质增效 市商务局

16
技能培训提升
工程

技能脱贫培训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
培训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新技工系统培养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宿州技师学院
市教育体育局

退役军人培训 市退役军人局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市农业农村局

17 出生缺陷防治 市卫生健康委

18 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 市民政局

19 智慧健康建设

智医助理、“智联网”医院 市卫生健康委

“安康码”应用便民工程

市数据资源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市医保局



20
困难人员救助
暨困难职工帮
扶

农村低保、特困人员供养、
孤儿生活保障、生活无着
人员救助、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市民政局

城乡医疗救助 市医保局

困难职工帮扶 市总工会

2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市医保局

22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市医保局

2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24 妇幼健康水平提升和职业病防治 市卫生健康委

25 智慧学校建设 市教育体育局

26 学前教育促进工程 市教育体育局

27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市教育体育局

28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市教育体育局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29 文化惠民工程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教育体育局

30 水环境生态补偿 市生态环境局



31 水利薄弱环节治理 市水利局

32 棚户区改造 市房管中心

33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