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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力保障民生福祉 力促社会安定和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发展成就回眸·社会建设篇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实习生 罗群英

保障民生福祉补短板、兜底线，力促社会和谐出实招、拓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按照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肩负神圣使命，在社会事业、民生发展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举措，绘就了一幅幅社会建设发展的新蓝图，取得了一项项喜人新成就。

发展社会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切实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每一个步伐都坚实而铿锵，每一个脚
印都伴随着歌声与欢笑！

五年来，我市各级党政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
生上，尤其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完善社会管理，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定团结。

教育关乎每个孩子、每个家
庭，更关乎国家的未来，是民族振
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秉承
中央、省委教育方针和要求，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五年来，我市着力办好学前
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
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积极发展继续教
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大力促
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重点向农村、边远、贫穷地区倾
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
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同时，
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
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五年来，我们致力于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体育资源
社会化市场化。”市教体局负责人
这样表示。

近年来资阳教育体育事业
蓬勃发展，喜讯频传——

持续开展教育体育民生工
程，增强群众获得感。全市教育
系统严格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全
力提升教育体育惠民水平。开工
建设城乡公办幼儿园，提高公办
普通高中办学经费，对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学生发放生活补贴、中
职学生免除学费、普通高中贫困
生免学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资助业余训练贫困学生
运动员，免费开放体育场馆接纳
市民体育锻炼……一项项举措，
在一个个民生工程中得以实施和
展现。其中，仅 2016 年就减免家
庭困难在园幼儿保教费 9618 名，
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
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
269539 人，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22831 人，免
除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学费
12222 人。2017 年上半年，我市
设立了教育扶贫救助基金 1200
万元，正在按要求实施。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基础设
施条件明显改善。五年来，先后
完成雁江区吴仲良九义校、安岳
县工业大道小学、各县（区）薄弱
学校改造、“化解大班额”建设、刘
家湾幼儿园、玉柴希望小学等一
大批建设项目，幸福九义校建设、
资阳师范校迁建、三贤九义校扩
建工作正在抓紧编制建设方案；
修建健身步道、新建农民体育建
设工程项目，大力推进体育建设

项目。目前，市全民健身中心已
完成财评，市游泳综合训练馆已正
式开馆运营。此外，引进四川希望
汽车职业学院，改写了资阳无全日
制高校的历史；引资签约的安岳柠
都伟才幼儿园、资阳巨星双语学
校、资阳天立国际旗舰学校、安岳
光正实验学校已经启动项目建设
前期工作。四川天府口腔医学职
业技术学院、四川省环境科技职业
学院正力争纳入四川高校设置“十
三五”规划，资阳天立国际幼儿园
和小学、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迁
建资阳、四川省中医药健康职业学
院、四川师大附属第六实验学校等
项目正有序推进。

努力构建体育公共服务体
系，体育综合竞技水平不断提
升。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近
年来，全市共建设全民健身路径
474条、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4
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1082
个、县级全民健身中心 1 个。全
市公共体育场地现有能容纳 4000
名观众的体育馆 1 个、游泳综合
训练馆 1 个、标准游泳池 2 个、简
易训练馆 2个、灯光球场 10个、标
准田径场 5个。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常年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公
众开放，每年接纳健身锻炼群众
40 万人次。市本级将重点规划
建设“市文体中心”“市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等大型体育基础设施，
加快城区保留山体健身步行道建
设，改善全民健身条件。县（区）
将重点建设公共体育场、体育馆、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游泳池和一
批便民利民的体育场地设施，力
争实现县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全
覆盖。加强体育组织和队伍建
设，全市共有体育单项协会 65
个，体育社团举办体育赛事活动
200余项次；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
动。承办全国 U15 男子篮球比
赛、李宁全国青年女子篮球锦标
赛、西部桥牌赛、四川省气排球公
开赛，参加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四
川省第五届气排球比赛等，气排
球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成功举
办三届全市运动会；夯实学校体
育与业余训练基础，17 所省级阳
光体育示范学校全部通过复查验
收；创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 24所，开展校园足球三级
联赛；资阳中学女排参加 2016 年
全省中学生排球比赛获得第一
名，资阳中学男子 3 人篮球队参
加全国“阿迪达斯杯”3V3篮球比
赛获得南部赛区第五名……我市
先后 4 次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和“四川省群众体育先进
集体”的荣誉称号。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
共享发展理念，抢抓国家大力实
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机遇，在
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将棚户区
改造与推进城市发展、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有机结合，在
加快城市发展中全面推进保障性
住房和危旧房棚户区改造。

2014—2016 年，全市累计实
施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112 个、
2.49 户、222.96 万平方米（其中，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 项 目 61 个 、
6025 户、32.74 万平方米；棚户区
改造项目 51 个、18909 户、190.22
万平方米），发放租赁补贴 4160
户 ，定 向 分 配 农 民 工 公 租 房

1326 套，3 万户住房困难家庭受
益。今年将实施 3660 户危旧房
棚户区改造。

同时，以“美丽幸福新村建
设”为契机，大力加强农村危房改
造。五年来，我市争取中央、省级
补助资金 50293 万元，共完成农
村危房改造 47392户，让 57268户
困难群众告别了危房，喜迁新
居。“农村危房改造，改善了农村
困难群众居住条件，推动了新农
村建设，转变了农村群众的居住
旧观念，激发了群众发展生产、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更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市住建局
负责人这样总结。

住房保障：
圆中低收入者一个住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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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广泛开展的趣味运动会让群众生活丰富多彩。（资料图片）

卫生计生事业，直接关系群众的健康福祉。
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到基层，让基层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端服务，是我市提高
广大群众健康水平的一个缩影。

十八大以来，我市卫生计生与健康事业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提
升、卫生计生资源大幅增加、深化医改取得
实质进展、公共卫生服务覆盖城乡、科技工
作取得突破进展、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中
医药事业快速发展、人口计生工作稳定发展
……多项工作居于全省第一方阵。

全面着力加强公共服务。五年来，全市
大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妇幼健康服务项
目，政府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从 10
元提高到 40 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
建档率 96.40%；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率
93.89%，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99.97%，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管理率分别达 62.87%、52.83%。

突出“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工作理
念。建立健全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
络直报、重点疾病监测和预测预警机制，强
化免疫规划的实施，全市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持续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连续 12 年无甲类
传染病报告，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疫
苗针对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快速下降。
慢性病防治能力不断提升，死因监测、精神
卫生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检验检测能
力得到长足发展，市疾控中心流感、手足口
病、麻疹、HIV 等分子生物学检测及病毒分
离培养鉴定水平全省领先。

全力打造“优生促进”品牌。推进农村
妇女免费“两癌”筛查，以及增补叶酸预防神
经管缺陷项目，建设新生儿疾病筛查“妈咪
宝贝屋”，全面推进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和
均等化服务，免费生殖健康及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实现全覆盖，推行自愿免费婚检。我市
在全省第二次孕优项目室间质评中位列全
省第一方阵。

医改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2014
年，我市实施分级诊疗以来，在基础设施建
设、对口支援、远程会诊、规范双向转诊流程
等方面综合发力保障患者基层就医。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五年来，全市共投入中央、
省、市卫生计生经费达 36.49 亿元。全市卫
生计生机构达到 3675个，床位总数达 15862
张。雁江区人民医院、雁江区中医医院、安
岳县中医医院、乐至县人民医院、乐至县中
医医院均异地建设落成了新院区，以此为基
础，充分发挥了县级公立医院在分级诊疗中
的龙头作用；在对口支援方面，用县包乡、乡
包村的方式逐级向下延长帮扶，落实对所辖
区域基层医疗机构的帮扶，全面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服务能力；在远程会诊方面，县级医
疗机构与上级医疗机构、乡镇（中心）卫生院
与县级医疗构建了远程会诊，县级医院开展
远程会诊占院外会诊比达 42%；在规范双向
转诊流程方面，目前，每所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至少与 2所二级医院签订了
双向转诊协议，每所二级以上医院至少与 5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

在缓解“看病贵”方面，在公立医院实行药品
“零加成”，让利患者，医疗费用增长势头得
到有效控制；在开展“城区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方面，2016年，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领办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省人
民医院托管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与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建区域联盟医院、市第
一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甲”综合医院，有力
地促进了我市城区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资阳城区群众就近就能享受省级专家的优
质诊疗服务；在大力发展民营医疗机构方
面，民营医疗机构门诊、住院服务量和床位
数分别达到全市的 16%、13%、10%。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医实现微支付或零
支付。在我市，因病致贫人口占贫困总人口
的 60.87%。为此，我市印发《关于开展因病
致贫医疗救治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并配
套出台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治救助实施
办法》等文件，制定了“一减免四保险一救助
四基金”8 个梯次保障政策，实现保障对象
医疗费用“微支付”或“零支付”。2016年，贫
困人口县域内就诊 34970人次，贫困人口住
院就医总费用 5468.34 万元，其中个人自付
95.82 万，个人支付比例仅为 1.75%，达到了
贫困人口自付费用微支付的目标。

良好的医疗保障，换来的是市民的健康
长寿。2013年 3月 15日，雁江区被授予“长
寿之乡”，目前该区百岁老人上百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全市百岁以上老人 332 人，90
岁至 99岁的老人达 1.21万人。

教育体育：
优先发展教育理念得到凸显

医疗卫生：健康服务保障能力逐年提升

民政事业：快速发展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民政事业连着民生，更连着民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民政系统牢固

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
着力推进全市民政事业快速发展，使得全
市基本民生不断改善，困难群众得到实惠
更多。

市民政局先后 40余次受到部、省、市和
省民政厅表扬，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
四川唯一、全国 7个单位之一在全国工作会
议上作经验介绍，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记
集体一等功。市精神病医院被评为“三级甲
等”专科医院，市社会福利院被评为“全国百
家杰出养老服务机构”。建成全国 3A 级婚
姻登记机关和全国殡仪服务先进单位各 1
个，全市民政工作成效突出——

在全省率先开展民政福利园区建设，被
誉为“全国一流、西部领先、四川第一”；在全
省率先建立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机制，受
到民政部通报表扬；在全省率先同步建立
村务、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将监委会成
员基本报酬纳入县级财政统筹保障；在全
省率先以市为单位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和惠民殡葬制度；在全省率先全面实现
民政民生资金银行上卡直发；在全省率先
开展智能养老信息化建设，建成投用西南
唯一的市社会福利院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
应用示范工程；率先在 5 个省（市）设立市
慈善总会驻外联络处，构建了纵向到底、横
向出省的慈善工作新格局。同时，社区办
公服务用房社会化建设机制，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制建设，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机制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使
用、激励制度体系建设，退役士兵安置改革，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化等工作均走在全
省前列……

这些温暖的、带来获得感的变化，是民
生的改善、福祉的提升，是民政事业发展带
来的红利。

民意召唤使命，担当彰显情怀。五年
来，一系列民生举措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
得感，开创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
的新境界。未来的资阳，将不忘初心、不负
使命，群策群力、勠力同心，织密民生福祉保
障网，筑牢社会建设基石，在发展的道路上
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