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院 建设 野四好农村路冶 397 公里袁 农

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受益人口 3.58 万人噎噎
2018 年我区民生实事全面完成遥 我想问两位袁
去年的民生实事当中袁 给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

一件袁 为什么钥

张秋波代表院 印象最深的还是小城镇面貌的

改变袁 就拿我们岛石镇来说袁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让岛石这个沉睡多年的小镇重新焕发出活力遥
整治工作紧紧围绕提升环境展开袁 以民生需求为

导向袁 不仅仅外观漂亮袁 还补齐了民生短板袁 兼

顾面子和里子遥 经过整治袁 小镇面貌从原来的脏

乱差变成了现在的白富美遥 我们岛石镇没有高大

上的项目袁 也没有过多的立面改造和公园节点袁
但整治工作非常有特色袁 特别是背街小巷打造尧
古建筑保护修缮尧 加入昌北山核桃元素尧 农村文

化挖掘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因此我们

还获得了杭州市级小城镇整治样本镇的荣誉称

号遥 如今的岛石袁 景更美尧 水更清尧 民更乐遥

金钟伟委员院 2018 年的十件民生实事袁 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交通治堵项目遥 过去的一年袁
临安全面打通了 9 条断头路袁 新增主城区公交线

路 1 条尧 优化 3 条曰 新建公共停车场 3 个袁 新增

停车泊位 2000 个袁 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500 个以

上遥 与此同时袁 我们还实施电动自行车规范化管

理袁 建成智能充电桩 1000 个遥 我之所以特别关

注交通这一块袁 主要是因为平时网友经常反映

说袁 城区停车难尧 出行难袁 尤其是取消了路边停

车泊位后袁 急需增加停车场建设遥 当然袁 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民的出行方式袁 例如一部分

市民会选择公交车或者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袁
而开通和优化公交线路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行遥
另外袁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增多袁 市民对充电桩的

需求进一步提升袁 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

题遥

主持人院 有句老话叫 野要致富袁 先修路冶遥
去年袁 我区把建好尧 管好尧 护好尧 运营好农村公

路列入民生实事项目袁 岛黄线更是被列入了第一

批改建线路遥 我想问一下张代表袁 像岛黄线这样

的 野四好农村路冶袁 给农村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

的便利遥

张秋波代表院 所谓 野四好冶 农村路袁 是建

好尧 管好尧 护好尧 运营好农村公路遥 就像现在的

岛黄线袁 真正叫 野四好冶 公路院 畅通尧 安全尧 美

丽尧 富民遥 畅通尧 安全尧 美丽是看得见袁 我就不

多说了袁 今天我重点说说富民吧遥 岛石镇是中国

山核桃第一镇袁 其中袁 黄川村又是岛石镇山核桃

主产区袁 该村每年山核桃产量在 800 吨左右袁 年

产值有半亿之多袁 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遥 山核

桃运出大山袁 靠的正是黄川村连接大山之外的唯

一通道要要要岛黄线遥
岛黄线老公路开通于 1990 年袁 路面宽度只

有 3要4 米袁 已经满足不了山里农民的需求遥 去

年袁 我区正式把岛黄线列入第一批 野四好农村

路冶 改建线路遥 经过近一年的建设袁 岛黄线路面

拓宽到了 6 米袁 给村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遥 以运

输山核桃为例袁 以往主要靠小面包车袁 每次最多

只能运 500 公斤袁 而现在大货车直通袁 单次运输

可达五吨以上袁 大大节省了运费和时间遥 道路安

全畅通了袁 更多商贩上门收购袁 价格也自然也有

所上涨袁 这对于我们父老乡亲来说袁 绝对是富民

利好遥 畅通尧 安全尧 美丽尧 富民的新岛黄线袁 成

为黄川村的核桃产业路尧 村民幸福路袁 为助推乡

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主持人院 去年袁 临天路南延尧 城中街西延尧
临水路北延等 9 条断头路全面打通袁 钱王街尧 苕

溪南街尧 苕溪北街改造提升工程进展顺利袁 我区

的交通状况有了较大改善遥 金委员袁 对城区交通

状况袁 您觉得主要有哪些变化钥 另外袁 针对城市

交通治堵这一工作袁 你有什么看法钥

金钟伟委员院 变化最大的是道路改造后袁 设

置了中央隔离袁 环境整洁美观了袁 取消了道路两

侧停车位袁 开车方便多了遥 但是袁 市民素质急需

提高袁 平时经常会看到有些市民为了方便快捷袁
铤而走险翻越隔离栏遥 拿钱王街来说袁 改造后没

过多久袁 中央绿化带穿越现象严重遥 万华广场到

忆江南家园门口没有人行横道斑马线也不合理遥
另外袁 停车难的问题上还是要多下功夫遥

主持人院 张代表袁 我之前在采访过程中了解

到袁 岛石全镇虽然只有一家老年食堂袁 但因为配

送餐服务和邻里互助袁 解决了不少空巢高龄老人

的 野吃饭难冶 问题遥 当然袁 这只是去年我区养老

服务工作当中的一块内容遥 针对我区的养老服务

工作袁 你有什么看法钥

张秋波代表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 大批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袁 以前只在城市里出现

的 野空巢老人冶 现象袁 如今在中国农村也日趋普

遍遥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 老人的平均

寿命延长袁 由于子女长年不在身边袁 传统的家庭

养老尧 儿女养老模式正面临挑战袁 特别是健康不

佳的老年人袁 还面临生活不便尧 照料不够尧 精神

苦闷等问题遥 出现了养儿防老防不住尧 养老保险

不完善尧 老有所养由谁养等问题袁 解决农村的养

老问题迫在眉睫遥
对此袁 我个人提出几点建议院 一是实行基础

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袁 建

议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 ;二是

实行个人缴费尧 集体补助尧 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

资办法袁 地方财政对所有参保农民给予缴费补

贴遥 三是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袁 代缴最

低标准保险费遥 另外袁 进一步推广老年食堂的建

设遥 去年袁 岛石镇已经成功筹办了一家老年食

堂袁 通过配送餐服务和邻里互助袁 解决了不少空

巢高龄老人的 野吃饭难冶 问题遥 我认为袁 在每一

个村建设老年食堂还是很有必要的袁 食堂的管理

与费用由民间资本主导袁 食堂运营成本必须以绝

大部分老年人消费得起为准袁 超出成本部分由慈

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捐赠遥 虽然要具体落实还存在

较大困难袁 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遥

主持人院 金委员袁 您的 野小金跑现场冶 在我

们临安已经成为一张 野金名片冶遥 平时您跑得多袁
市民向您反映的问题也多遥 我想请问下袁 过去的

一年袁 老百姓反映最多尧 呼声最高的民生项目是

什么钥

金钟伟委员院 野小金跑现场冶 栏目自 2017
年 7 月创办以来已有 277 期遥 过去的一年袁 网友

主要反映较多有院 部分小区物业管理工作欠缺袁
垃圾不及时清理袁 物业费拖欠不缴纳袁 从而造成

恶性循环袁 消防通道阻塞袁 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曰
道路交通设施方面袁 窨井盖缺失破损反映较多袁
交通信号灯的故障或者指示箭头不合理袁 路面坑

坑洼洼没有及时修理遥 与此同时袁 大华玲珑苑

二尧 三楼尧 玲珑花园等小区阳光棚拆除以及沿街

外立面改造后没有解决二楼住户漏水返潮以及高

空垃圾袁 遗留的安全隐患急切需要解决遥
这两天有网友反映袁 白沙湾饭店所处位置并

未配套建设市政排污管网袁 店内污水经隔油过滤

后通过小区内部管网向外排放遥 由于现有隔油池

容量小效果不理想袁 加上小区内管道本身管径较

小袁 冬天油污凝结后易造成堵塞满溢遥 针对该问

题袁 我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部门袁 目前区城管局

和街道已联合开展检查袁 现已责令饭店疏通堵塞

问题袁 同时要求饭店尽快对原有污水排放隔油池

升级改造遥

主持人院 撤市设区后袁 临安在教育尧 医疗卫

生尧 养老尧 社保尧 就业等方面逐步 野融杭冶 发

展遥 1 月 1 日起袁 我区基本医疗保险融杭政策正

式实施袁 其中袁 城乡居民医保在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就诊普通门诊报销比例由原先的 50%提高到

70%袁 与此同时袁 报销额度也由原先的最高限额

6000 元调整为额度不封顶遥 张代表袁 针对这一

惠及民生的融杭政策你有何看法钥

张秋波代表院 我区卫生健康事业得到了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遥 不仅成立以卢书记尧 骆区长为

双组长的健康临安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袁 还出

台三年行动计划袁 推进 7 大领域 37 项重点工作遥
目前临安有 4 家区级医院与上级医院新建 11 个

医联体及专科联盟遥 今年 1 月 1 日起袁 我区基本

医疗保险融杭政策正式实施袁 其中袁 城乡居民医

保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普通门诊报销比例由

原先的 50%提高到 70%袁 报销额度也由原先的最

高限额 6000 元调整为额度不封顶袁 给重病患者

带来了福音遥
虽然融杭政策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福利袁 但有些老百姓对政策还存在一些疑虑遥
例如袁 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标准提升幅度过快袁
2017 年 300 元每人袁 2018 年一下子跃升到 600
元每人袁 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家庭来说袁 一次性

拿出 3000 多元袁 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开支遥 还有

就是有许多种药袁 合作医疗不可以报销袁 或者可

以报销的药医院或社区卫生院没有袁 老百姓为此

感觉纳闷遥

主持人院 金委员袁 对于社保尧 医保等融杭政

策相继落地袁 你有什么看法钥 作为临安 19 楼论

坛总版主袁 是否有市民朋友通过发帖的方式咨询

相关政策袁 或者就融杭政策发起话题讨论钥

金钟伟委员院 有的袁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

和期盼的问题遥 撤市设区后袁 同城同待遇袁 特别

是医疗水平和环境的提升袁 尤其是儿童就医问

题袁 希望在区人民医院尧 区中医院尧 妇幼保健院

等项目建设完成后袁 能得到较大改善遥 交通融杭

方面袁 公交出行已经初步完成与杭州主城区接

轨遥 接下来袁 伴随着杭临城际铁路的开通袁 绕城

西复线的建设完成袁 以及文一西路和留石快速路

计划连入临安区袁 我相信我们的交通网会大大得

到提升遥

主持人院 民生实事项目是我区每年两会的

野标配冶遥 今年我区按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制度袁 区政府从市民群众尧 野两代表一委员冶
和区级部门尧 镇街等层面广泛征集民生实事袁 梳

理形成了 12 个民生实事候选项目遥 那么我想问

一下两位袁 对于这 12 个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袁 你

们有什么想法钥

张秋波代表院 今年候选的 12 件民生实事袁
每一件都与我们老百姓休戚相关袁 件件连民心遥
譬如袁 开展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联村供水 6
处袁 单村单点供水工程 28 处袁 新增受益人口 11
万人遥 像我们岛石这样的偏远镇袁 自来水基本上

是自己随便引来的山泉袁 不仅仅是水质达标有问

题袁 碰到干旱要停水袁 遇到大雨袁 水管被冲破要

停水袁 冬季寒冷要停水遥 前面我也说到袁 农村留

守老人居多袁 确实不方便遥 所以说袁 民生实事是

真正的惠民工程袁 正如骆区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到袁 野群众想什么袁 政府就干什么冶袁 真切回

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袁 努力让临安人民生活

得更加幸福遥

金钟伟委员院 今年 12 个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袁
我最关注的是发展优质学前教育袁 建成公办幼儿

园 4 所袁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1000 个遥 野二

胎冶 政策施行后袁 不少家庭做好了生二胎计划袁
预计三四年后袁 入读幼儿园的适龄幼儿将迎来一

个高峰遥 一方面是大家对优质公办幼儿园的期望

越来越大袁 另一方面袁 现在入园都存在困难袁 三

四年后这个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袁 因此该问题亟需

解决遥

主持人院 民生无小事袁 办好暖人心遥 相信在

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 临安会发展得越来越

好遥

让民生实事更加贴近“民意所求”
民生问题关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民生为本是政府工作的根本追求。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将把

百姓的事记在心头、抓在手上、落在实处，真切回应群众的所忧所虑，真切回应群众的所思所盼，真切回应群众的所需所求，努力把政府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让临安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天走进临安新闻网“两会会客厅”的嘉宾是人大代表、杭州临安毛坦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秋波，区政协委员、临安 19 楼论坛总版主金钟伟。今天

访谈的主题是“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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