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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生导向建设宜居城区坚持民生导向建设宜居城区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们将倾

情尽力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让人民群
众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如何倾情尽力办好每一件民生实
事，如何让人民群众生活一年更比一年
好？作为省会城市的西宁，近年来，民生
支出持续占财政支出的 80%，着力解决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

尤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宁
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蝶变……

如今，民生建设这个巨大磁场已经
凝聚起西宁市各族群众的信心和力量。

在省人大代表、西宁市政府副市长、
城西区委书记张爱红看来，有没有办好
民生事，最好的鉴定方法就是看百姓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答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答卷答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答卷
“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主旨，贯穿了执政为民的主线，传
递出省委省政府浓浓的民生情怀。”在省
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
西宁市城北区委书记赵宁军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城北区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要求，始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维护民
利、实现民愿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已经连续 7 年将八成以上的财
政支出投向了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建
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了“刀刃”上，
着力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短板。
下一步，城北区将认真贯彻此次省“两
会”精神，以实际行动答好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民生答卷。

民生支出连续9年超80%
让西区长高了变美了让西区长高了变美了

“幸福是一个感受度的词汇，很难用
一种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但是长
期以来，西宁市围绕幸福西宁这个坐标
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一本规划
干到底，使得绿色发展的成果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幸福西宁的实惠也在实干中不断
丰盈。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品尝到了幸
福味道，感受到了幸福气息。”张爱红感触
颇深。

她介绍，近年来，城西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城市转型升级和产业
转型升级，实施“四区三城”建设，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战略部署落地见效。2011年以
来，民生支出连续 9 年超过 80%，累计达
123.39亿元。2019年财政支出21.21亿元，
用于民生支出17.2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1.4%。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改

造力度持续加大，城区长高了、变美了，既有
颜值更有气质，确保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雨污分流、海绵城市等改造工程
让人居环境更加宜居让人居环境更加宜居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西区不
仅加大资金投入，更多的是加大了对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张爱红说，“十三五”以来，我们以城市
“双修”试点工作、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为契机，相继实施了绿道二期、西关大街雨
污分流（新宁路至冷湖路）、五四西路人行
道海绵化改造等 24 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累计投入资金2.2亿元，涉及市政道
路改建、人行道改造、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
造、农村公路建设、电力管沟建设等方面，
城区面貌日新月异、人居环境更加宜居。

“2019年，通过投资8355万元，对辖区
胜利路、古城台、虎台等片区69栋楼2977户

老旧住宅小区实施楼体节能、基础设施、雨
污分流、海绵城市等改造工程，拆除各类违
章建筑及老旧煤房702间，切实提升了人居
环境和群众生活品质。同时，始终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火烧沟生态修复综合治
理项目，投资9400万元，完成火烧沟山脚密
林及景观绿化113.2万平方米，清运建筑垃
圾2.2万立方米，土地平整58.5万平方米，火
烧沟生态绿带初现雏形。”张爱红说。

在缓堵保畅上出实招、硬招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

西区作为一个以科研、文化、教育、商
贸为主体的现代化城区，着力解决“城市
病”就显得更为重要。

张爱红说，“十三五”以来，我们在缓堵
保畅上出实招、硬招，先后实施了交通巷福
口街、北气象巷、卫生巷等4个道路改（扩）
建项目，累计投入资金3944万元。

2019年，全市改（扩）建道路38条，其中

西区投入495万元，完成天迈钰惠小区周边
道路建设及环境整治项目。投资 1824 万
元，对学院巷、红房巷等10条人行道提升改
造，增加街头绿地、景观小品等景观节点，增
设无障碍通道168个。投资389万元，在黄
河路、同仁路人行道两侧铺设宽1.5米、总长
6.8公里的防滑路面，完善辖区人行道建设
体系，保障了人民群众出行的便捷与安全。

同时，投资932万元，实施智慧道路建
设。引进道路电子警示系统（智慧斑马线
系统），在新宁路、文博路、兴海路、黄河路
（非灯控路口）4条路段进行试点安装。

落细落小落实
在推动高品质生活上下功夫做文章在推动高品质生活上下功夫做文章

张爱红深知，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硬件，只有硬环境硬起来，才能更好地
提升城市软实力。

“我们以打造功能完备的‘15分钟幸福
生活圈’为抓手，注重做好普惠性、兜底性、
基础性民生工作，在推动高品质生活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做文章。2019年，全面
实现公共阅读场所全覆盖。完成140处体
育健身路径的安装及更新维修和3处示范
点的提档升级。率先在全市开展爱老幸福
食堂建设试点，高标准打造‘15分钟助餐送
餐配餐服务圈’，累计服务老人6.6万余人
（次）……”张爱红逐一介绍道，投资823万
元，提前一年完成市定 300 座农村户厕改
造任务，配套建设3.1千米乡村污水管网和
200 座污水井。投资 500 万元，按照“温暖
公厕”标准，完成新（改）建城市公厕12座，
11家农贸市场公厕实现了专人管理。

记者还了解到，为认真落实省市委关
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决策部署，坚持城乡
一体发展，城西区出台《城西区加强新村安
置小区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实施方案（试
行）》，设立维修基金，并在杨家寨、彭家寨
村先行试点，积极探索托管、专业队伍承包
等管护方式，使新村安置小区逐步走上“平
时有人管、坏了有人修、更新有能力”的良
性轨道。 （记者 张弘靓）

从旧到新从旧到新，，城乡面貌持续优化城乡面貌持续优化

赵宁军介绍说，城北区牢牢抓住省
市委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力契机，
把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作为全区最基
本、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举全区之力全面
实施了门源路片区、北山市场片区等综
合改造项目，城市整体面貌显著提升。
大力实施莫家庄、陶南等 16 个村的新村
安置房建设，对 114 个老旧破旧居民小区
进行了综合整治，群众人居环境得到普
遍改善。全面实施了北川河口至天峻桥
两侧长约 5.9 公里的北川河滨水绿道项
目，连通便捷、惠及民生的绿道体系逐步
成型。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新增
绿化面积 2.47 万平方米，城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 45.49%，绿地率达到 43.24%，人均
公共绿地达到 12 平方米。通过棚户改
造、景观绿化、美化亮化，以及新建改造
公园、广场、景观，多年来城区面貌破旧
的“老大难”问题正在加快解决，基础设
施陈旧的“硬骨头”正在逐步攻克。

从无到有从无到有，，路网体系不断完善路网体系不断完善

按照“小城建、大民生”的工作思路，
以改善群众出行环境和提升城区品位为
目标，自 2017 年以来，城北区累计投入
7835 万元，相继实施了祁家城规划路、北
川滨河东路、博雅小学路等 14 条小城建
项目，打通了长期影响群众出行“断头
路”；配合省市相关部门实施老宁大路改
造、宁大路大修工作，完成了朝阳西路、

建设巷 31 号院道路改扩建项目，整修人
行道 2.2 万平方米，改善了存在安全隐患
的“磨脚路”；扎实推进了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投入资金 7030 万元，相继实施
了西站一巷、海西西路、朝阳二巷等 7 条
道路的雨污分流改造提升项目，加快供
水、污水、雨水、供热、通信等各类地下管
网改造升级，疏通了群众反映强烈“积水
路”。

赵宁军表示，目前，困扰城区交通多年
的“中梗阻”问题明显解决，城市道路交通
体系日趋完善，下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目
标在逐步实现。

从粗到细从粗到细，，市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城北区牢固树立“市政无小事，件件

关民生”服务理念，对管辖的 38 条区管道
路及其附属市政设施、4 座桥梁、15 座人
行天桥、4 条街道路灯等进行全面普查建
档，系统掌握了区域内市政设施具体情
况，并采取“划片巡查，重点巡查，责任巡
查”的巡查方式，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
处，切实形成“日日管、月月护”的长效管
护机制，切实把安全隐患和不良影响消
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市政基础设施的安
全正常运行。

2019 年，城北全区修复车行道路约
5837 平方米，人行道 1094 平方米，道路缘
石护栏 1660 米,维修更换井盖、雨水箅子
159套，清理道路“绊脚石”2448处，确保了
辖区路平、桥安、景美。

赵宁军说，未来，城北区将始终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 指 引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把抓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现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必答题”，围绕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部署，坚持“规
划引领、民生优先、安全为重、绿色优
先”的基本原则，加快城市公共道路建
设，加强对城区主干道及附属设施维修
整治，继续做好宁大路改造、门源路改
扩建等项目的服务工作，抓好朝阳东路
改扩建及四号路、五号路等 8 条道路建
设前期征收工作，实施朝阳西路改扩建
等小城建项目，谋划实施建北巷等 2 个
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年内完成 181 座厕
所 新 改 建 任 务 。 同 时 ，加 大 对 背 街 小
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的改造提升力
度，加快完善道路、消防、安防、停车、充
电、照明、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功能，让
群众出行更便捷、生态环境更优美、生
活环境更宜居，筑牢“新时代幸福西宁”
的民心长城。 （记者 王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