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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的车主为方便停车，在城市道

路或者公共场所安装地锁，将其变成“私家停

车位”，这也让地锁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

难题。近一年时间，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就接

到私自安装地锁的投诉 220 余件。连日来，

市效能办、市热线办联合本报“热线问政”栏

目对全市私自安装地锁现象进行了调查，并

对部分市民的投诉进行了现场督办。

数据：近一年投诉增长数倍

“船山区南小区幸福路女人街人行道较

窄，却有人在人行道上安装了许多地锁，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射洪县桂河街的停车位

被安装了多个地锁，公共资源被占据。”……

“这仅是 12345 接到的最近两起私自安装

地锁的投诉。”市热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停车位不

足的问题越发明显，有的单位或私家车车主

为了拥有“私家停车位”，在公共场合安装地

锁，此举不仅侵犯了公共利益，还产生了安全

隐患，成为了市民投诉的热点。

“近一年来，投诉增长数倍。”该负责人介

绍，近一年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接到私自安

装地锁投诉 220 余件，市城区就有 170 余件。

调查：责任人和执法人员打“游击”

“这几年，为了方便停车，在不影响交通

的前提下，我们联合交警在县城规划出一些

新的停车位。”射洪县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李海

峰介绍，虽然停车位增多了，但是总还有一些

车主没有地方停车，还有些人和商家更不愿

意门口的停车位让给别人停车，所以就用地

锁圈占停车位。

2017 年 6 月开始，射洪县城管执法局就对

全城违规安装设置地桩地锁情况排查摸底、

发放整改通知并全面取缔。截止目前，已经

拆除地锁 126 个、地桩 269 个、地杆 38 个，水

泥墩 32 个。“桂河街上的地锁，执法人员拆了

近十次，可每次执法人员一走，地锁就又被安

上了。”李海峰表示，“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第四章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侵占城市

道路的行为，可以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但是取证却太难，难以找到责任人实施处罚，

再加上地锁低廉的价格，所以私装地锁的人

才会和我们打起‘游击战’。”

市效能办、市热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近一年接到的投诉有不

少都属于射洪县桂河街这样的重复件，不仅

耗费了 12345 的行政资源，更耗费了我市城管

部门大量的执法力量。

“目前，我市相关部门正在与上级部门进

行沟通协调，将尽快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力

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该负责人还表示，市

效能办、热线办还将督促各县区执法部门加

大巡查力度，一旦发现地锁，第一时间将其拆

除。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就业促进工程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

就业促进工程：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3000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2100 人，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 2000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4%以内；2015 级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

划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5%；劳务品牌培

训 1500 人；开展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

培训 1000 人；青年劳动者技能培训 3000 人；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1500 人；城乡残疾人居

家灵活就业达 22600 人。

扶贫解困工程
扶持4400名农村残疾人发展生产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

困难群众给予医疗救助，最大限度减轻困难

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法律援助：为 困 难 群 众 提 供 法 律 援 助

12000 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000 件、其他

法律援助事项 10000 件；新建 6 个乡镇（街道）

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给予符合条件的农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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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予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育龄夫妇每户 3000 元

一次性奖励金。11 月底前项目资金全部发放

到群众手中。

困难职工救助：为符合条件的建档困难

职工每人每年提供 300 元至 1000 元生活和医

疗救助。

贫困残疾人扶贫解困：扶持 4400 名农村

残疾人发展农业生产；为 3361 名贫困残疾人

适配亟需的基本型辅助器具。

贫困家庭残疾人健康救助：对全市贫困

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400 例；为 220 名贫

困家庭和福利机构内的脑瘫儿童提供康复救

助；为 43 名贫困家庭听力残疾儿童提供康复

救助。

教育助学工程
为近3万名家庭困难寄宿生提供补助

学前教育：减免非民族地区 11100 名家庭

经济困难在园幼儿保教费；

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三免”基础上，为

27300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补助；

职业教育：中职学校招生 11000 人，免除

除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外的 17700 名中职学

校学生学费；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 15300 名普通

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免

除 15100 名非民族自治地区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学费；为 3600 名符合条件的中职

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资

助 1200 名 2016 年及以后新入学的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本专科学生；资助 875 名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中职学生；资助家庭经济困难职工

子女上学 1900 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依据捐方意愿选择资助对象）；资助业余训

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运动员 79 名。

同时，我市还将为国家和省级地方试点

地区 39800 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

养膳食补助；选派不少于 28 名教师，为推动

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各级各类教

育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社会保障工程
城乡居民参保率达到97%

城乡困难群众救助：6 月底前，低保金以

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低

保标准的差额发放。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

确定后，我市据此调整本地城乡低保标准，7
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按照每人每年不低

于 300 元的标准，为全市 99905 名 60 周岁以上

的散居特困人员，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家庭

中的失能、失智、残疾独居老年人，居家养老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以及城乡低收入家

庭中 80 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居

家养老服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

率达到 97%，参保居民住院医疗费用政策范

围内报销比例达到 75%。

同时，我市今年将建设 100 个城乡社区儿童

之家，为 35504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等。

医疗卫生工程
目标人群免费孕检覆盖率达80%以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展城乡居民健康

档案管理、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 14 类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

档率达到 93%。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向城乡符合生

育政策计划怀孕夫妇免费提供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食品药品安全：完成食品抽检 512 批次、

药品抽验 666 批次。

百姓安居工程
农村危房改造3930户

农村危房改造：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3930户。

缓解城镇居民住房困难：改造城镇危旧

房棚户区 18894 套。

安全社区建设：建成省级安全社区 4 个。

民生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农村公路210公里

农村交通建设：建设农村公路 210 公里

国省干线公路养护管理：国省干线公路

路面使用性能指数 87。

渡改桥建设：对全市 7 处渡运量较大的渡

口实施渡改桥工程，实现 2018 年全部开工建

设，并建成其中 1 座。

生态环境工程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27.4万亩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27.4 万亩，补偿集体和

个人所有公益林 107.12 万亩。

文化体育工程
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体育场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免费开放 6 个图

书馆、6 个文化馆、105 个乡镇文化站、8 个城市

社区（街道）文化中心、3 个博物馆纪念馆和 3
个美术馆；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公共体育场馆

向群众免费低收费开放体育锻炼 62 万人次。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免费放映农村公益

电影 22812 场次。

电视户户通工程：完成 7446 户电视户户

通工程建设任务。

广播村村响工程：完成 16 个行政村广播

村村响工程建设任务。 （ 何敏）

13 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的《关于适当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

策的通知》获悉，我市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将

迎来四大变化，新政策从今年 5 月 1 日起实

施。

据悉，近年来，在国家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的大背景下，我市实施相对宽松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和提取使用政策，为我市去库存稳增

长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以此同时，住

房公积金使用率过高也存在一定的资金流动

性风险隐患。鉴于此，我市决定对住房公积

金提取使用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购房主体与提取公积金政策有变

停止执行“父母出资为没有住房公积金

的子女买房可以提取父母住房公积金”政策，

并将其调整为“缴存职工家庭（夫妻双方及未

成年子女）在缴存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购买

普通自住住房，如不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

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在缴存所

在地或户籍所在地以外购买住房的，不能提

取住房公积金”。

共同购房公积金贷款有变

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不受理住

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也不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有变

停止执行“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如在

两次提取期间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提取资金

可直接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夫妻双方总共提

取金额不超过期间还款额度”，调整为“偿还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签订委托按年提取协

议进行委托按年提取。未签订委托按年提取

协议的，如在最近 12 个月内没有还款逾期

的，可提取夫妻双方的住房公积金，资金可直

接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夫妻双方总共提取金

额不超过 12 个月还款本息之和。”

异地公积金提取有变

停止执行“缴存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

系的，可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调整为“缴存

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先办理个人账

户封存。期间在异地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

稳定缴存的，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

平台办理转移接续手续。未在异地继续缴存

的，封存满 2 年后方可提取”。

（何敏）

《职场关系与沟通技巧》
作者：张德俊

内容简介：本书紧紧围绕职场这个主

题全面介绍了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和沟通技

巧。该书共分 12 讲，分别介绍了职场人际

关系，职场人际沟通，职场人际交往礼仪，

职场语言交际艺术，职场人际交往修炼，职

场人际关系技巧，职场人际吸引与冲突，与

上级、下级和同事相处的艺术，说服别人的

技巧，公共关系与公关意识，以及如何通过

修心养性塑造完美的自己等。

（黄尧 整理）

执业药师注册下放市（州）食药部门后

我市发出首张执业药师注册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4 月 12
日，市民徐北平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食药监

局窗口领取了他的执业药师注册证，这也

是我市发放的首张执业药师注册证。

“以前听说要到成都办，没想到现在遂

宁就能办了。”市民徐北平是遂宁市全泰堂

桂花诚信药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告诉记

者，他从市食药系统的 QQ 群了解到 4 月 1
日起我市市民就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食药

监局窗口申请执业药师后，就开始着手准

备相关资料。“从受理、核对到签收、审核、

制证，整个过程只要了 15 分钟。”

据了解，执业药师注册下放市（州）食

药部门，是省食药监局进一步简政放权、落

实便民措施的一项举措。4 月 1 日起，执业

药师注册由省、市（州）食药监管部门同步

办理。5 月 1 日起，全部由市（州）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办理，极大地节约了市民的办事

成本和办事时间。

同时，为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事项，市食

药监局印发了执业药师注册服务指南、药

品零售经营许可服务指南等资料 1400 余

份，供群众参考。

市质监局检查全市涉农企业
4家企业被立案调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连日来 ,
市质监局联合各县（区）质监部门对全市涉

农企业进行专项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涉农

企业的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产品标志，

产品品种，有效含量是否存在掺杂、掺假、

以次充好，在用计量器具准确与否、是否存

在超期未检等质量违法行为。通过此次检

查，3 家农资企业、1 家计量器具使用企业

因涉嫌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

“在此次检查中，我们对全市 7 家农资

生产企业、11 家生猪屠宰企业场内近 30 台

件轨道挂秤和台秤进行现场检查，并使用

标准砝码现场核验在用计量器具准确性。”

市质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检查发现，

我市整体情况良好，但个别涉农企业存在

无证生产、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要求，少数

乡镇生猪屠宰场存在在用计量器具未经检

定投入使用、逾期未检、不张贴检验合格标

志等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责

令企业立即整改，对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

停止使用，并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当地质监

部门立案调查处理。质监部门对涉嫌违法

行为的 3 家农资企业、1 家计量器具使用企

业进行了立案调查。该负责人提醒市民，若

发现计量不精准现象，可以立即拨打 12365
投诉热线举报。

塑料厂熬制废胶造成污染
执法部门介入 厂方已停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连日来，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连续接到河东新区科

教园居民的热线，反映该园区有一个塑料

厂长期炼胶，发出的浓烟及臭味严重影响

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及

时处理。此事被反映到 12345 后，立即引起

了市效能办、市热线办的高度重视，并将其

转交到了河东新区进行处理。

据了解，此事被转交到河东新区后，河

东新区科教园分管领导与辖区执法人员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经核查该企业

名为“鸿凡塑料厂”，浓烟和臭味是该厂将

塑料转化成颗粒饲料时造成。

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厂方停止熬制废

胶，并根据《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

例》对厂方进行处理。目前，该厂已停止生

产，此事也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生工程暖民心

今年我市九项民生工程有这些！

我市公积金政策有四大变化 5月1日起实施

“圈地”地锁屡装屡拆 再拆再装

12345一年接到相关投诉220余起

今年，市委、市政府一
如既往,将民生实事

和民生工程办理工作列为重中
之重。市委、市政府决定计划
安排 39.07 亿元（剔除重复内
容），继续深入实施以“就业促
进、扶贫解困、教育助学、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居、民
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体
育”为主要内容的九项民生工
程，突出办好 18 件民生实事，
百姓幸福指数也将继续提高，
民生画卷将会更加美丽。

2018年九项民生工程
18件民生实事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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