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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省政府 10 件为民实事全面完成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直各实事牵头部门组成５个督查

组，对 2021 年省委省政府 10 件为民实事完成情况开展实地督查。

截至 12 月 20 日，10 件为民实事全面完成，投资约 115.2 亿元。

其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截至 5 月 31 日，全省 14 个市州和兰州新区已全部完成了提

标发放工作，惠及 317.89 万 60 岁以上参保老年人。

新增城镇就业 32 万人及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就业。截至 11 月 30 日，全省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32.75 万人,

完成年度任务的 102.34％。截至 9 月 30 日，1 万名未就业普通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全部上岗工

作并按月领取生活补贴。

新建１万公里以上自然村(组) 通硬化路项目。截至 11 月 25

日，累计新建自然村组通硬化路 10753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60.16

亿元，实现了 6366 个自然村(组)通硬化路。

中小学“建宿舍扩食堂增学位”项目。截至 11 月 30 日，教

师周转宿舍项目，主体完工 972 套，完成全部任务的 108%，提前

投入使用 457 套；农村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食堂项目，在 2021

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 1171 个，完成年度任务的 117.1％；城区中

小学增补学位项目，已完工 27 个学校项目，新增学位 25520 个，

完成年度任务的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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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卫生防疫能力。截至 12 月 20 日，14 个市州和兰州

新区的市级重症传染病区域改建项目全部完工，相关诊疗设备已

配置到位，具备收治重症患者条件。30 个县级医疗机构传染病病

区改造项目，全部依托县级人民医院或中医院开展，已全部完工。

启动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截至 11 月

30 日，3000 套公租房、3000 套共有产权住房、3280 套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已按照省长办公会议和实事方案要求按期完成了年

度目标任务。其中：兰州市政府负责的 3000 套公租房，1360 套

已建成、488 套正在进行主体施工、1152 套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兰州市政府负责的 3000 套共有产权住房，已完成场地内地上附

着物的拆除，正在进行场地基坑土方作业。兰州市政府负责的

300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中雁儿湾 66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开

工建设，兰州市轨道公司 234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开工建设。

天水市政府负责建设筹集的 260 套保障性租 赁住房中，秦州区

110套和秦安县50套已开工建设，麦积区100套已签订回购协议。

嘉峪关市政府负责建设筹集的 2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完成房

源筹集。

建设 100 个城市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截至 12 月 18

日，全省 100 个城市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部建成。新增养老

服务设施用房 13.2 万平方米，新增养老床位 2306 张，其中护理

型床位 2139 张。

对 20 万名妇女进行免费“两癌”检查项目。截至 11 月 30

日，全省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受检人数 207636 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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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任务的 103.82％，全省各市州均已完成全年检查任务。检查

出乳腺癌患者 94 人，宫颈癌患者 94 人，疑似、异常、癌前病变

10851 人。

对城乡低保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进行资助项目。截至 12

月 15 日，共资助学生 4956 名(其中本科生 3205 名，专科生 1751

名)，按标准发放资助金 4605.8 万元。

建设 100 处农村水源保障工程项目。截至 11 月 20 日，全省

农村水源保障工程已完工 144 处，累计完成投资 22.24 亿元，受

益人口 289 万人，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信息来源：甘肃政务督查信息

甘肃省召开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国家督导检查反馈会

12 月 21 日，甘肃省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检

查反馈会在兰州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教育部副部长、总督学郑富芝出

席并讲话，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组长蔡国英反馈督导检查意见。

会议指出，甘肃在国家规定的四个方面均达到了评估标准和

要求，将整体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认定，这

是甘肃教育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在新起点上，甘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方向、持续用力，推动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抓巩固，在健全机制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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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规划、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在重视

程度、投入强度、工作力度做到“三不减”。要抓提升，在优质

均衡上下功夫，让义务教育全面发展的理念更新鲜、标准化建设

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要抓督导，在实际

效果上下功夫，把督导机构建好、督导队伍配好、督学队伍选好、

督导条件保障好、责任督学的作用发挥好。要扎实做好“双减”

和校园安全工作。

信息来源：甘肃省教育厅

“万里长征路·母亲健康行”
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活动走进会宁

12 月 16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甘肃省妇联、白

银市妇联、会宁县妇联共同承办的“万里长征路·母亲健康行”

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活动在会宁县举行。

在活动现场，医学专家、爱心企业、卫健系统医疗工作者代

表及群众代表200余人观看了“万里长征路·母亲健康行”专题

片和红色专题节目展演，参加了“母亲健康快车”金钥匙传递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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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金钥匙”交由红军长征纪念馆保管，旨在传承长征精神，

传递慈善大爱。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健康知识讲座，邀请妇科专家为当地百余

名妇女讲授健康知识；参观了援建的2所卫生室，慰问了4户“母

亲健康快车”项目受益家庭，并送上“母亲邮包”。近期，眼科、

牙科等专家还将为当地中小学生提供基础检查、健康咨询等服

务。

目前，我省已获赠“母亲健康快车”187 辆。“母亲健康快

车”以“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为宗旨，深入

农村、社区、学校、敬老院、福利院等，开展义诊咨询、健康教

育、妇科病检查、基层医师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服务。同时，

“母亲健康快车”坚持免费接送边远地区孕产妇住院分娩，及时

转诊重症患者，畅通孕产妇救助的绿色通道，救助危重病人和接

送农村孕产妇 10 万余人次，给基层广大妇女送来了健康和幸福。

0

信息来源：甘肃妇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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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全力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甘肃省民政厅扎实开展摸底排查，及

时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保障范围，指导各级民政部门扎实开展

“解忧暖心传党恩”、巩固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成果“回头看”、

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巩固提升三项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共保障农

村低保对象 142.5 万人、城市低保对象 35.6 万人、城乡特困供养

对象 9.5 万人。同时，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认真落实疫情

防控期间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坚决防止因疫致贫、返贫。

截至目前，各地共支出各类保障困难群众安全过冬资金 3 亿

元。为分散供养特困对象集中采购发放煤炭 5 万余吨，煤炉、棉

衣、棉被、棉鞋等过冬御寒物资近 27 万件（套、双），及时解

决实际困难，为困难群众安全过冬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信息来源：每日甘肃

简讯：

甘肃省妇联召开《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条例
（草案）》初稿专家论证会

12 月 9 日，省妇联召开《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条例（草案）》

初稿专家论证会。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乡村振兴局、省农业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21/12/08/030461810.shtm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21/12/08/030461810.shtm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21/12/08/030461810.shtml
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21/12/08/0304618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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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厅等单位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及省社科院、兰州大学、西北民

族大学等高校的法学专家、省妇联权益部全体干部共 20 余人参

会。

会议介绍了《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条例》立法调研报告及《甘

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条例（草案）》形成过程。与会专家围绕 6 项

主要内容，对《条例（草案）》初稿进行了论证，为《甘肃省治

理高价彩礼条例》早日出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来源：甘肃妇女微信公众号

甘肃省妇联召开第三届全省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十大优秀案例评审会

12 月 14 日，省妇联召开了第三届全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十大优秀案例评审会，省妇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人社厅、

省司法厅、省总工会等单位业务部门负责人及甘肃圣方舟律师事

务所、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共 9 名专家参与评审。

评委们通过对 14 个市州上报的 60 余件参选案例的专业衡

量、分析研究，科学评选出全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优秀

案例。这十大优秀案例充分展示了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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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为今后涉及妇女

儿童权益相关案件的审理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典型示范。

信息来源：甘肃妇女微信公众号

甘肃省启动 2022 年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12 月 16 日，甘肃省妇联在平凉市灵台县启动甘肃省 2022 年

“把爱带回家-送法到家 让孩子健康成长”寒假儿童关爱服务

活动。省妇联、平凉市妇联、灵台县各相关单位、志愿者代表、

家长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中发布了 2022 年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内容，为 4

支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县民政局和“爱心妈妈”代表作了发言，

向最美家庭、家长代表、城南小学亲子阅读体验基地开展了赠书

活动。

本次活动以宣传贯彻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主线，利用春节寒假

阖家团圆的有力时机，通过开展一系列关爱服务活动，引导广大

家长依法承担实施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有效监护、正确教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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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陪伴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引领社会各界加大对广大儿童特别

是留守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彰显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信息来源：甘肃妇女微信公众号

“亲情一线牵” 爱心暖童心

12 月 7 日，由甘肃省妇联主办，新区妇联、教育体育局承办，

新区第二小学协办的“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巾帼情暖移民助学

子”捐赠活动在西岔园区新区第二小学举行。省妇联、新区党群

工作部、新区教育体育局、西岔园区及新区第二小学师生代表 30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省妇联为新区第二小学学生捐赠了 215 套校服，为

10 名来自移民安置区、在新区第二小学就读的学生代表发放了爱

心毛衣。省妇联家庭教育专家团专家还为近百名学生进行了安全

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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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甘肃妇女微信公众号

张掖市妇联开展家政技能培训

12 月 1 日，张掖市“家庭关爱服务·让生活更美好”巾帼家

政技能培训在临泽县沙河镇乐民社区启动并开展培训。

本次培训利用一个月时间，在六县区举办培训班 10 期，每

期 3 天培训 50 人左右，共计培训 500 人。通过培训，在全社会

普及家政服务理念，让参训妇女们普遍掌握家庭母婴护理、幼儿

照护、老年人护理、家务料理等基础家政技能。并以此为契机，

引导带动更多城镇失业妇女、居家妇女、农村妇女、赋闲在家的

妇女在家政服务领域实现就业创业。

信息来源：张掖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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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石谋军副省长，焦石副秘书长。

发：省政府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妇儿工委。

甘肃省妇联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电子邮箱：gsfegwb@163.com

（印 16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