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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

贴近民心办实事 集中攻坚解民忧

2022 年珠海市十件民生实事出炉
本报讯（记者罗汉章 靳碧海）新 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重点民生 幼儿园、学位 3510 个，新建（改扩建）2 服务机构。
增各类公共停车位 5000 个以上、力争 领域问题。
所小学、学位 2700 个；金湾区改扩建 2
说明：
对开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机
市内 10 条重点路段堵车时间大幅减
所中小学、学位 270 个；斗门区新建（改 构给予财政支持，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
2022 年十件民生实事
少……1 月 14 日，在市十届人大一次
扩建）3 所幼儿园、学位 990 个，新建 有效供给，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
（一）新增各类公共停车位 5000 个 （改扩建）5 所中小学、学位 5200 个；高 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其中，香洲
会议闭幕会上，市人大代表用投票表决
的方式，从 12 项候选项目中选出了今 以上。
新区新建（改扩建）3 所中小学、学位 区 10 家、金湾区 4 家、斗门区 5 家、高新
说明：
通过在重点区域建设改造智 4770 个 ；市级改扩建 5 所高中、学位 区 1 家。
年的十件民生实事。
去年年底，市政府开展了 2022 年 能立体停车场、设置路内停车位等方 3000 个。
（七）改造升级 24 个老旧小区。
珠海市重大民生实事项目网络征集活 式，增加公共停车位数量。其中，香洲
2. 根据推进园区配套公办学校及
说明：香洲区 7 个、金湾区 7 个、斗
动，并广泛征求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区新增 3000 个、金湾区新增 500 个、斗 幼儿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南屏科技 门区 5 个、高新区 5 个，总面积 103 万平
员意见。本次活动共收集到市民群众 门区新增 1000 个、高新区新增 500 个。 工业园开工建设 1 所幼儿园；珠海经济 方米。
（二）力争市内 10 条重点路段堵车 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1 所幼儿园、1 所
关于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 973 条，市人
（八）推动小型场所增设火灾探测
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42 条，市 时间大幅减少。
小学；珠海航空产业园开工建设 1 所幼 报警器和简易喷淋设施各 3 万个，全
说明：
重点整治人民路、凤凰路、迎 儿园；新青科技工业园开工建设 1 所幼 市登记在册 40 万间居住类出租屋全
政府各部门研究提出 35 项民生实事项
目。经集思广益，确定 12 项 2022 年市 宾南路（石花路段）、情侣中路（吉大 儿园；斗门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 1 部 开 设 逃 生 窗 ，建 成 16 个 小 型 消 防
十件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提交市十届人 段）、梅华路（紫荆路口段）、南湾大道 所幼儿园，开工改扩建 1 所小学；珠海 站。
（加林山隧道段）、珠海大道辅道（广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建设 3 所幼
（九）实现重点区域 17 处公示的内
大一次会议审议。
记者了解到，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在 村段）、港湾大道（美丽湾段）、金琴快线 儿园、2 所小学、1 所初中。
涝点清零。
说明：香洲区 5 处、金湾区 4 处、斗
筛选方面坚持如下原则：一是坚持贴 （造贝路段）、105 国道（坦洲路口段）10
（四）投入专项经费，
进一步提升义
近民心、体现民意、集中民智的原则， 条重点路段。
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持续推 门区 2 处、高新区 5 处、鹤洲新区（筹）1
（三）全市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 进
处。
12 项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均来自社会
“双减”。
（十）实施 2022 年
“民生微实事”。
各界的意见建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园 12 所、学位 4500 个，新建（改扩建）
（五）筹集建设 2 万套各类保障性
说 明 ：继 续 安 排 专 项 资 金 ，以 镇
而行、当年完成的原则，所有民生实事 公办中小学校 17 所、学位 1.59 万个；在 住房和人才住房。
项目均按照“ 项目可纳入，经费可保 工业园区启动建设公办幼儿园 8 所、公
说 明 ：香 洲 区 7090 套 、金 湾 区 （街）、村（社区）为实施主体，
按照
“共建
办中小学校
5
所，
满足企业员工子女就
的方式，实施惠民小项
障，部门可实行”的要求，进行充分论
3970 套、斗门区 2270 套、高新区 3390 共享、政府奖补”
目，解决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操心事、
证；坚持突出重点、集中攻坚、统筹兼 读需求。
套、鹤洲新区（筹）3280 套。
说明：1. 香洲区新建（改扩建）9 所
揪心事。
顾的原则，下决心解决交通出行、公共
（六）建设 20 家普惠性婴幼儿托育 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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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心声

市人大代表林嘉祺：

市人大代表朱周胜：

加快建设区级养老服务机构项目

穿上快递服进两会

市人大代
表林嘉祺作客
两会会客厅。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记者 廖明山 林琦琦

为此，南水社区于 2018 年成立了居家
养老服务站，为社区长者设置长者饭
“第一次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履 堂，开设烹饪、歌唱、手工等课程，丰富
职，我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1 月 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居家养老服务
13 日，市人大代表、金湾区南水镇南 站建成后，成为了很多老年人每日
“打
水社区党委书记林嘉祺在接受本报记 卡点”
，
得到了社区长者的一致认可。
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目标高
“但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
远、内容翔实，处处体现真抓实干的作 功能还比较单一，无法为社区长者提
风，体现带领我们特区人民敢闯敢拼 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林嘉祺坦言。
的精神。
为此，她建议，加快建设区级养老服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增进 机构项目，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
民生福祉，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具备综合功能的
水平，实施
“一老一小”
优养优育计划， 社区服务设施，引导专业化机构进社
这让聚焦养老服务工作的林嘉祺深有 区、进家庭。
“ 希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感触。
机构不仅仅局限于提供文化娱乐活
林嘉祺介绍，目前南水社区的老 动，还要涉及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
年人人数占比较大，养老服务需求高。 康的服务和照顾。”

参会前那晚，妻翻箱倒柜，找出 们一起出发、一起流汗，我们不叫苦、
14 年前结婚时的西装，我胖了，衣服 不喊累，
使命必达，
从业十来年零投诉
窄了，
领子也泛黄了。她直叹息，
这么 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多年也没给你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
为
我说：
“你呀，快别忙了，
我就穿我的快 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我想，
这就是
递服上两会。”
我要穿着快递服上
“两会”
的理由——
2021年11月25日，
这是我永远难 我的身后有那么多人，
他们渴望学习、
忘的一天，
登上香洲政府网，
点开珠海市 希望被认可；
他们咬紧牙关、顶住压力
香洲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埋头苦干；
他们真心诚意、脚踏实地付
嗬！往下数第五行第四个，
好像是我的 出；
他们热爱这座美丽的城市，
他们流
名字，
使劲儿揉揉自己的眼，
看了又看， 汗的脸上
“闪闪发光”
……
反复看，
又叫妻子来看是不是错了。
是的，
我是一名市人大代表，
我得
真是我！开心、
激动、心里美！一 把大伙儿的想法带过来，递出去，
把每
整晚都高兴……慢慢冷静下来，有个 一份真诚的心声转化为建议，把所有
声音好像跳出来问，
“我是谁呢？”
朴实的期盼变为现实——我们要一起
我是谁呢？我是快递员朱周胜。 啊，
把热爱奉献给自己的城市！
12 年前，我从江西吉安老家过来珠海
文字整理：
见习记者 李森
旅游，因为喜欢这
个城市，留下来做
了一名快递员。那
些流淌的岁月，那
些闪亮的日子，让
这里成了比故乡还
更亲更熟悉的家
乡。
我是谁呢？我
是 珠 海 7000 名 快
递从业者，3400 名
一线快递小哥中的
一员。中午的太阳
刺眼，夜晚很长很
长，时间被切成一
小块一小块……我
市人大代表朱周胜。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