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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针对“切实履行市政府学前教育主导责
任”的建议，市政府建立了考核制度、调度会
议制度和工作督查制度，市考核办将第三期
学前教育发展情况，纳入对区县主要领导
和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内容，市政府每季度召
开一次学前教育调度会议，市政府教育督导
室印发了通知，对全市幼儿园开展专项督
导。

在完善建设规划方面，市政府制定了相关

计划，将幼儿园建设用地纳入供地计划，优先保
障土地供应；要求各区县科学编制并严格落实
幼儿园专项规划；印发了相关通知，确保新建城
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与住宅工程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市政府还开展了城镇存量小区配套幼儿园

专项清理，对划拨用地建设或国有资产建设的
小区配套非普惠性幼儿园，回收举办为公办或
公办民营普惠性幼儿园；对出让供地且在土地
出让合同中没有明确移交义务的，依法依规、一
园一策，尊重业主意愿，采取回购等多种方式妥
善解决小区配套幼儿园遗留问题；对于应建未

建、建设不达标、建成后改变用途的，由区县政
府依法进行处置。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已回
收小区配套幼儿园67所，回购小区配套幼儿园
12所。

今年1至10月，全市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
17.7亿元，同比增长20.5%；财政性学前教育幼
儿生均投入1822元，同比增长15.9%；财政性
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投入比例达到
3.28%，同比提高0.37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发展情况已纳入区县政绩考核内容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1月3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上了解到，会议审议了市政府
关于2017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
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审计
查出问题中大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整改，
有关被审计单位已按要求上缴及归还
财政资金 99.15 亿元，调减工程投资
25.94亿元。

市审计局局长郑立伟介绍，在市政
府统一安排下，全市各级各部门不断完
善政府督办、审计跟踪、部门联动的整
改长效机制，整改措施更加务实，整改
效果较为明显。截至今年10月底，审
计查出问题中大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整
改，有关被审计单位已按要求上缴及归
还财政资金99.15亿元，调减工程投资
25.94亿元。对尚未整改到位的事项，
目前相关单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予以
解决。

针对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
计发现的问题，市政府出台了市级预
算管理办法和市级重点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部门强化预算编制与执行
管理，推进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化、精细
化，从严从紧管理“三公”经费，清理上
缴结转结余的存量资金，各区县政府
加强财政管理基础工作，强化非税收
入征缴管理，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绩
效。

针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
发现的问题，各区县政府加大“放管服”
改革力度，取消或变更行政审批事项
197项次，强化“先照后证”市场主体监
管，督促367家市场主体办理了经营许
可证；加快推进污染防治任务进度，推动
106家污染企业搬迁、关闭或整治达标，
125处污水处理设施已完工或投入使
用，14段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已全部完
成；切实解决去产能相关问题，4户企业
补缴了职工社会保险费或给予一次性
补偿。

截至今年10月底

有关被审计单位已
上缴归还财政资金99亿元

在 市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上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于2019年 1月 20日
至24日召开，会期5天。

建议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议程为：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市2018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市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

和批准市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2019年市级财政预
算；听取和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选举；决定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设立、
更名及通过其组成人员的人选。

成立大会筹备处，负责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的筹备工作。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26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18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任
学锋、城口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补选穆红玉为重庆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任
学锋、穆红玉的重庆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

城口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
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陈雍、江北区人民代表大会
选出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周治平、驻渝部队军人
代表大会选出的重庆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爱军、陈
全调离重庆市，工作关系已不
在本行政区域内。北碚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

舒立春（工作调动）辞去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奉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接受张明礼（身体原
因）辞去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璧山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黄文
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辞去重
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陈雍、周治平、刘爱军、陈全、舒
立春、张明礼、黄文杰的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终止。

截至目前，重庆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843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18年11月30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30号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听取
了市财政局局长封毅受市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重庆市人民政
府关于2018年市级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的报告》，审查了市人民

政府提出的2018年市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同意重庆市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
结果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会议
决定，批准2018年市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31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18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18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
穆红玉为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刘晓龙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

庭长；
刘彬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

庭副庭长；
吴永铭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副庭长；
贾科、曹柯、张小波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

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李涛、杨丽霞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刘娟娟、乔小勇、张艳、何欣、吴克坤、高菲、
肖明明、杨晓玲、贺海艳、陈劲松、樊雯龑、马莎、
余博、潘寒冰、杨青青、吴瑶、潘登、付佃强、田丽、
王建磊、邱颖、周中超、王雁苗、范云飞、陈娟、安
娜、姚洪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二、免去
刘倩影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

庭长、审判员职务；
张小波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蒲东明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贾科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李涛、刘娟娟、乔小勇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邬前跃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张艳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
曹柯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向昭常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乔跃华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

员职务；
顾政、陈友刚、杨旭东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第五分院检察员职务。
三、批准
杨春畅辞去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28号

（2018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的规定，并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
十七条、《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

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接受陈雍
同志辞去重庆市监察委员会主
任职务，报请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备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27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陈雍同志辞职的决定

（2018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
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
条和《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第十条的有关规定，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决定：穆红玉同志为重庆市监察委员会代
理主任。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29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穆红玉同志为重庆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的决定

（2018年11月30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针对“加快制定我市学前教育地方性法规”
的建议，市政府积极开展立法调研，加快起草
《重庆市学前教育条例（草案）》。

下一步，市政府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扩大
普惠资源，健全投入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完善
监控体系，提高保教质量，着力推进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市政府将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

的办园体系，大力发展公办园，逐步提高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市力争在 2020 年达到
50%。进一步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
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举办

普惠性幼儿园。健全规划与自然资源管理、住
房城乡建设、教育等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与联动管理机制，确保新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移交政府开办公办幼儿园；继续开展存量小
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确保明年年底前整改
到位。

积极开展立法调研起草学前教育条例

针对“进一步加强办园行为监管”的建议，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相关通知，出台了工作规
范，积极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学校安
全立体防卫网络，对幼儿园专业保安配备作出
规定。目前，市政府正加快推进幼儿园视频监
控系统建设，设置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重点部
位监控摄像头全覆盖，接入公安机关监控和报

警平台。
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了相关通知，进一步落

实幼儿园园长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完
善相关制度，确保关键环节安全可控。目前，全

市幼儿园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率达到
99.7%，明厨亮灶覆盖率达90%。

为合理收费标准，市政府开展学前教育收
费专项检查，共检查公办和民办幼儿园 662

所，查处11所违规收费幼儿园。对715所幼
儿园收费公示情况进行巡查。主城区月保教
费3000元以上的民办幼儿园从36所下降到
18所。

此外，市政府通过采取改扩建一批、搬迁一
批、退出一批、新建一批等措施，解决了331所
民办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不达标问题。

加快在幼儿园设置一键紧急报警装置

针对“努力加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的建议，市政府在区县事业编制总量内
调剂解决教师编制，确有困难的在市级周
转编制中予以保障。截至今年 10 月底，
全市新增幼教编制 1344 人，通过财政购买
服务等方式新增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职工

3766人。
市政府还建立了国培、市培、县培、园培四

级幼儿教师培训制度，对城乡各类型幼儿园园

长、教师开展轮训。今年安排学前教育国培、市
培经费1506.6万元，设立培训项目16个，5500
余名学前教育教研人员、园长、教师、保育员参

加了培训。
在保障教师权益方面，市政府采取财政购

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逐步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
编教师工资待遇偏低问题，引导民办幼儿园落
实教师工资、福利、职称评审和社会保障等政
策。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非在编教职工待遇

针对“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建议，市
政府本着积极推进、因地制宜的原则，采取“新建
一批、移交一批、回收一批、回购一批、改建一批、
登记一批”等措施，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今年
1—10月，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538所。

在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方面，市政府在

保障民办幼儿园在分类定级、教师培训等方面
与公办幼儿园享受同等待遇的同时，加大了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综合奖补力度。截至今年10

月底，全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增153所达
2877所。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含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78万人，普惠率达到80.7%，同比增

加4个百分点。
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调研并召开调整公

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征求意见座谈会和风险评估
会后，启动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管理办
法》修订工作，引导支持民办幼儿园办成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

引导支持民办幼儿园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1月30日，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市
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学前教育工作整改情况满意度测评结果通报。重庆日报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下一步，我市将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大力发
展公办园，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市力争在2020年达到50%。

此前，市人大常委会就市政府学前教育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开展了工作
评议和专题询问，并提出了评议意见。市政府高度重视评议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
及时召开学前教育联席会议，针对评议意见提出的4个方面问题和5个方面建议，
明确了责任单位和整改内容、整改目标、整改时限。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学前教育工作整改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1至10月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17.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