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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数”说百姓的
“十四五”期待
日前，
我市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其中许多“十四五”时
期我市新规划，
成为市民热议的焦点，
对此，
天津社会科学院通过“千户居民户卷调查”系统，
对我市2039名在津居民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
据悉，此次被调查居民平均年龄 47.4 岁，其中男性居民占 39.09%，女性居民占 60.91%。被调查居民覆盖我市 16 个区，其中城镇居民
占 80.48%，农村居民占 19.52%。调查显示，我市居民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各领域建设充满期待。在主要发展目标中最关注民生福
祉、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在民生领域中，最关注收入、健康和教育，百姓希望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看病就医、养老、交通更便利，教
育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希冀我市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期望公共文化服务充满活力。

发展
1.“十四五”
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城市文明位列前三
调查显示：
“十四五”
发展的主要目标中，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受到最多百姓
关注，
有1357人选择，
比例高达66.55%。紧随其后的是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
阶”
，
选择人数为 1176人，
占比 57.68%。
“城市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列在居民关注
度第三位，
有1169位居民选择，
占比为57.33%，
仅比列在关注度第二位的少0.35个
百分点。即民生福祉、
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位列百姓关注的前三位（见图1）。
专家解读：
“十四五”
时期是天津在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
“ 十四五”期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了七大主要目标。
“民生福祉”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自然得到最多的关注。
“经济发展”是民生
改善的基础，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
受关注度仅次于
“民生福祉”
。社会文明程
度是衡量一个国家、
一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基础指标。
“十四五”
时期天津进入新
发展阶段，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文明文化是重要内容。百姓也高度关
注我市
“十四五”
时期的文明建设，对文明幸福的现代化天津充满期待。

4. 百姓最需求的养老服务是推进老人家食堂全覆盖
调查显示：未来五年我市迫切需要发展的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中，有
八成多百姓选择了养老服务，人数为 1713 人，占比 84.01%，其次为健康服务
（74.89%）、育幼服务（50.02%）和文化服务（47.96%）
（见图 4）。在应对老龄
化战略措施中，选择最多的是“推动老人家食堂全覆盖”，选择人数为 1223
人，比例高达 59.98%。选择“夯实居家养老基础支撑”
（57.04%），
“ 打造‘互
联网’服务新模式”
（55.27%）的人数位列第二、三位。其他战略措施还包括
“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人口素质”
（50.96%）、
“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
（45.90%）、
“ 加快日间照料中心社会化运营改革”
（45.27%）、
“ 推动市级
公办养老院改扩建”
（43.60%）、
“ 探索互助性养老”
（35.46%）、
“ 发展老年教
育、老年体育、老年旅游等银发经济”
（30.21%）、
“ 推动城乡区域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建设”
（29.18%）、
“ 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28.25%）和“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27.51%）。
专家解读：
随着我市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期，百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日显迫
切。养老服务已经成为百姓眼中最迫切需要发展的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我
市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自 2019 年起，以解决高龄和失能等老年
人
“吃饭难”
问题为重点，兼顾其他老年人助餐需求，开设老人家食堂，
提供安全、
方便、实惠的助餐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市已开设老人家食堂 1591 家。调
查说明，百姓对老人家食堂建设仍有更多的期待，希望尽快推动城乡老人家食堂
全覆盖。此外，百姓对居家养老和“互联网+养老”等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也较为
关注，期望通过多种方式满足养老需求。
“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人口素质”
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措施也得到了百姓的认可，育幼服务成为百姓非常
关心、
迫切需要发展的服务业之一。

民生
2.“十四五”
收入、健康、教育是百姓最关注的三大领域

图 7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措施

8. 百姓对未来五年我市的就业形势较有信心

5. 百姓高度关注我市实现文化强市建设目标

调查显示：居民对我市未来实现文化强市建设目标非常关心。对于交通强
市、质量强市、文化强市、制造强市、网络强市、数字强市、体育强市、知识产权强
市、对外贸易强市九大“强市”目标，59.24%的居民关心文化强市，排在关心程度
的第三位（见图 5）。
专家解读：当今世界，文化成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在调查中市民对文化强市建设目标如此关注，一方面表明居民有强烈的
精神追求，渴望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此外，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文艺
精品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够充分，文化建设在一些方面存在薄弱
环节，文化强市任重道远。新发展阶段，天津提出文化强市建设目标，既是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必要基础，也是天津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使命担当与具体实践。建设文化强市，必将进一步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增强
人民的精神力量。

图 8 百姓对未来五年我市的就业形势判断

9. 百姓认可发展交通最需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

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
“打造交通强市，
您认为哪项措施更有效？”
时，最多的人选
择了“加快城市轨道交通”，选择人数为 700，占比 34.33%；其次为“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
（25.85%）；再次为“加强停车设施建设管理”
（24.18%）、
“加快市域（郊）铁路
建设”
（15.64%）
（见图 9）。
专家解读：
未来五年，
我市致力于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品位，
打造交通强市，并提
出了主要发展措施。城市轨道交通因具有运量大、
速度快、
安全、
准点、
保护环境和
节约能源等优点而备受百姓青睐。更多的百姓认可发展交通，
轨道先行，优先发展
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的公共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打造交通强市的有效途径。

身心健康、就医便利
3. 收入提高、
成为未来五年百姓最关心的三件事

图 3 未来五年百姓最关心的事

调查显示：有 47.97%的居民表示关注“文化服务”，在养老、健康、育幼、文化、
体育、旅游、物业、家政八大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中列在第四位，排在养老、健康、
育幼三大服务业之后。居民希望多措并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当被问及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您认为哪些措施更有效？”时，1334 位居民认为“搭建
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平台”更有效，占比 65.42%；1284 位居民认为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更有效，占比 62.97%；1113 位居民认为“健全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更有效，占比 54.59%。此外，居民认为“健全群众文
化需求反馈和评价机制”
（ 46.54%）、
“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
（39.23%）、
“建设
书香天津”
（ 32.07%）也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有效措施（见图 7）。
专家解读：
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之后，市民对公益性、
基
础性文化服务业的期待感越来越强。
“搭建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平
台”
“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这两项与市民日常生活最贴近，是市民最关心的方
面。市民看重“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说明市民对我们的
政府充满信任，认为政府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总而
言之，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发展，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重要方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能够实
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是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途径。大力加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能够不断满足居民文化新需求，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活力，提升服务效能。

图 4 迫切需要发展的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

图 2 百姓对未来五年民生福祉的关注度

调查显示：未来五年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中位列首位的为“收入提高”，有
1616 人选择，比例高达 79.25%，其次是“家人和自己身心健康”
（68.42%）、
“看
病就医更便利”
（59.39%）。此外，住房、物价、养老、教育、就业也是百姓关注较
多的方面，选择人数较多，其中关心
“住房改善”
的占比 59.15%，关心
“物价稳定”
的占 55.27%，关心“养老保障”的占 55.13%，关心“孩子获得优质教育”的占
54.29%，关心“就业稳定”的占 51.15%。而选择“社会保障更完善”
（44.29%）、
“交通便利”
（41.88%）、
“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33.20%）、
“财产保值增值”
（27.12%）、
“其他”
（2.11%）的占比则相对较低（见图 3）。
专家解读：未来五年，近八成百姓最关心的事是“收入提高”，这表明我市百
姓对提高收入抱有极高的期盼，同时，还有较多百姓关心身心健康、就医便利。
此外，住房改善、物价稳定得到了半数以上受访者的关心，表明在此领域百姓还
有更多的需求和期待，值得重视。

百姓期待多措并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调查显示：对我市未来五年的就业形势判断，最多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
（38.30%），其次为“比较乐观”
（35.75%），
“非常乐观”的占比 18.88%，
“比较悲观”
的占 5.20%，
“非常悲观”的仅为 1.86%（见图 8）。持乐观（包括比较乐观和非常乐
观）态度的受访者占到一半以上（比例为 54.63%）。另外，调查发现，因受访者职
业和身份不同，对未来就业形势判断略有差异。对就业形势最乐观的群体是离退
休人员和学生，持乐观（包括非常乐观和比较乐观）态度的比例分别达到 60.00%
和 61.80%。对就业形势判断最不乐观的群体为无业、失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其持乐观态度的比例分别为 46.70%和 50.40%。
专家解读：就业乃民生之本，事关千家万户。保就业、稳就业成为筑牢民生
的基础工程。去年以来，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我市创新就业服
务方式，通过“云招聘”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通过东西协作将就业与扶贫良
性结合，通过“就业红娘”牵线破解困难群众就业难题，通过启动社区工作者岗位、
市属国有企业岗位、
基层教师岗位的招聘工作，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保就业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基于目前的就业态势和对天津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信心，较多百姓对未来五年我市的就业形势持乐观态度。

图 1 百姓对“十四五”时期我市七大发展目标的关注度

调查显示：在未来五年的民生福祉发展中，百姓最关注的三个方面依次为：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76.12%）、
“ 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
（61.35%）、
“教育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55.03%）。其次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
（54.98%）、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51.89%）、
“实施应
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47.57%）、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47.38%）、
“建
设文化强市”
（31.54%）和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28.35%）。
（见图 2）
专家解读：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继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在民生福祉方面设置了九个目标，其中收
入、
健康、
教育是我市百姓最为关注的三大民生领域。这恰恰反映出目前这三个
领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需在未来发展中深化改革、
持续用力。

7.

图 5 百姓对九大“强市”建设目标的关注度

6. 百姓期望我市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建设文化强市，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您觉得哪些措施
更 重 要 ？”时 ，1253 位 居 民 首 先 看 重“ 推 进 公 民 道 德 建 设 全 覆 盖 ”，占 比
61.45%。其次，1061 位居民认为“弘扬诚信文化，提升诚信建设水平”这一措
施更重要，占比 52.04%。再次，居民关心“加强思想建设”，有 1048 位居民选
择，占比 51.40%。其余选项占比不足 50%，依次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
（44.04%）、
“ 深化全域创建文明城市”
（43.50%）、
“ 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
（43.01%）、
“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42.08%）、
“ 打造学雷锋‘志愿
之城’”
（34.87%）、
“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
（33.84%）和“开展以劳
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
（31.54%）。
专家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对公民道德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市也出台了相关的法规条例，如《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天津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方案》等。大部分市民对不文明现象深恶
痛绝，在此次调查中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市民渴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全覆盖”。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不应停留于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而应内化于心、
终身相伴、付诸行动。进入“十四五”，那些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妨害人民幸福生
活、伤害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不文明现象和道德败坏现象应该得到有效解
决。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道德建设进入一个高标准时期。居民素质是城市文
明的核心，在城市文明建设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充分意识
到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关键在于提升居民自身素质。

图 9 发展交通各项政策的重要性

10. 百姓关心体育建设，希望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全民健身
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
“建设体育强市，
实施全民健身行动，您认为哪项措施更有
效”时，1683 位居民看重“加强健身步道建设”，占比 82.54%；1575 位居民关心“加
强体育公园建设”，占比 77.24%；849 位居民选择“打造排球特色城市”，占比
41.64%；
748 位居民希望
“发展冰雪运动”
，
占比 36.68%。
专家解读：
“加强健身步道建设”与“加强体育公园建设”关注占比远高于后两
个选项，体现了市民希望通过日常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充实文体生活，满足生活质
量得到切实有效升华与提高的需求。同时，
“排球”与“冰雪运动”作为两个体育项
目，正逐步走进市民日常生活，
也说明了市民在体育运动方面有了多元化的选择需
求，一些特色鲜明的小众体育项目呈现出蓄势待发之势。当前我市经济社会蓬勃
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节奏快、
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中，居民对健康的关注
和追求与日俱增，各种健身方式越来越被居民接受、
认可和喜爱。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李宝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桂慕梅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