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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幅幅温暖的民生图景，在群
众的身边次第展开： 投入 5800 多万元改造
光明路小学、区实验小学等一批小学，投入
8000 多万元新建苗圃小学、 实验小学上托
校区；1500 人次低保证(一类)、残疾证(残一、
残二)、五保户证的参保者享受政府代缴每年
100 元的养老保险费，43 名残疾儿童得到康
复救助， 超额完成为民办实事儿童救助任
务；全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门诊费用由以
前的人均 51 元下降至现在的 39 元，同比下
降了 31%；举办“关爱进校园·共筑中国梦”
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艺汇演活动，为困难
学子募得助学金达 66.3 万元……

这里，有一个个热切的民生期盼，在百
姓的口中娓娓道来：加大对贫困学生资助和
培养力度； 有序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
作； 精准扶贫给村民带来更多致富“金点
子”；社区“两化两体系”建设推进要更快、服
务更周全；城市绿化上要加大投入，多建城
市绿地、生态小花园；为创业人员提供小额
担保贴息贷款； 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希
望饮食更健康、环境更宜人、出行更便捷、机
会更均等、生活更幸福……

正如珠晖区委书记刘诗真所说：“民生
是百姓最大的福利， 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一定要将民生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多谋民生
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要将民生工程抓在手
上，放在心里，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 ”今年初，珠晖区委书记
刘诗真，珠晖区委副书记、区长陈礼洋等区
领导就分别带队深入全区各乡镇（街道），听
民声察民情，与村民谈“致富经”，与企业话
“发展路”， 调查决策措施是否真正落地，是
否做到“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 一
个个细节，映射出珠晖区委、区政府民生至
上、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这一件件民生
实事, 这一份份民生清单， 无不体现着 2015
年珠晖大地最厚重的主题和最温暖的底色。
正如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珠晖大地， 这个
冬天，34万珠晖人民心里注定是热乎乎的。

把实事做到百姓心坎上

“光明街终于修好了，以后出门更方便
了！ ”“光明街通过改造提升，路面比原来宽
阔、平整、亮丽多了……”12 月 8 日，承载着
广大市民殷切期望的光明街改造工程主路
面按期实现通车，市民翘首以盼的基础设施
项目终于从蓝图走向现实。“像抓经济建设
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
民生任务。 ”珠晖区委书记刘诗真说，经过改
造，一条更加平整、便捷的光明街呈现在广
大市民面前，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光明街为珠晖区一条支路，该路经多年
运营，路面破坏较严重，部分路段路基发生
不均匀沉降， 极大影响行车舒适性和安全
性；沿线部分雨水口破损、堵塞，排水管淤塞
严重，逢雨易涝，亟待修整。 为彻底改变这一
现状，由市财政出资，市住建局为业主单位，
市政公司负责施工，对道路全线进行提质改
造，工程造价约 1300 万元。 今年 8 月 3 日，
工程施工正式开始， 从光明桥至苗圃广场，
全长 1400 米，其中车行道宽 12 米，双向两
车道， 两侧人行道宽度 1 至 4 米，12 月 8 日
恢复通车。

而眼看着家门口的泥泞坑洼路变成舒
坦大道，住在沿线的市民最有感触。“烂路整
治好了，我们老百姓出行方便多了，这是党
委政府为我们办的一件大好事啊！ ”家住苗
圃街道的刘先生告诉我们， 以前存在断板、
断角、沉陷等病害，给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
带来极大不便， 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
患。 现在通过提质改造，好多了，再也不为行
路发愁了。

一年来，珠晖区委、区政府以切实改善

民生、为广大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宗旨，积
极实施惠民利民工程，力争让政府做出的每
一项决策、每一项工作都能使百姓成为最终
的受益者。 在珠晖区，全区上下积极将“两
型”理念变成蓝图，把“两型”蓝图变为行动，
竭力让老百姓过上“两型”生活，面貌焕然一
新的并非只有光明街，东风支路、东风北路
……这些位处珠晖区中心地段的老马路，因
珠晖区“三清三建”（即清理“牛皮癣”，清扫
废弃物，清除违章搭建物和非法广告，以及
建路、建园、建绿）改造工程而面目一新。 截
至 11 月，珠晖区共清除“牛皮癣”20 余万处，
清理废弃物约 800 多吨，近 5000 处，清除非
法大型广告 150 余处，近 5000 平方米，拆除
违章搭建 3 万多平方米。 新铺沥青路面 4 万
余平方米， 新增和提质改造绿化面积 2.5 万
平方米，并加快了酃湖公园、耒水风光带等
景观项目建设。

如果用“难”字来概括 2015 年经济下行
的深刻感受，那么，可用“喜”字来描绘不少
普通百姓这一年的生活经历。 在这一年，同
样的喜事还很多：31 个省市考核项目的“开
工之喜”；14 项重点民生实事的“办结之喜”；
5500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之喜”；
3205 户贫困户的“脱贫之喜”；77.47 万平方
米征地拆迁安置房的“安居之喜”；36 个社区
办公用房改（扩)建的“温暖之喜”；一批酒店、
城市综合体的“竣工之喜”……这一桩桩喜
事无疑给受经济增速放缓之苦的珠晖抹上
了一缕缕亮色，也为“风景这边独好”的自信
加上了生动的注脚。

把温暖送到百姓心窝里

“是政府为我提供的 8万元小额担保贴
息贷款，帮助我解决了流动资金啊！ ”今年初，
珠晖区至一环保袋厂老板李天骄感激不已。

李天骄原是衡阳市玻璃总厂的一名普
通灯工，1994 年下岗。 目前经营至一环保袋
厂。 因白酒行业主要供货都集中在年底，每
到这个时候，她都要为流动资金不足而大伤
脑筋。 丈夫在外地打工，虽然能帮助解决一
部分资金不足的困难，但还是力所不及。 珠
晖区促进就业小额贷款信用担保中心了解
情况后及时给予她帮助，为其提供了 8 万元
贷款。 贷款期限为 2 年，贷款由财政全额贴
息，及时帮助李天骄解决了流动资金不足的
问题。 社区居民王华因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双
眼失明，医学鉴定为一级残疾，但是王华心
里始终想着人残志不残，他刻苦学习了按摩
推拿技术，今年 9 月，在上级部门及茅坪社
区的帮助下申请了残疾人创业扶助资金，12
月初，王华本人领到了这笔扶助金 6000 元，
又经过自己多方筹集， 在东风南路开起了

“王华推拿按摩店” ……据统计，2015 年，珠
晖区小额担保贷款中心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金额达 500 余万元，帮助 100 余人实现创业
带动就业。该区全年累计发放低保资金 4639
万元， 五保分散供养对象供养标准由 2013
年的 2800 元提高到 3120 元。 全年为 1900
余户边缘困难家庭发放 150 万元临时救助
金。全年常态化医疗救助达 1.7 万余人次，救
助金额达 600 万元。 开展“慈善一日捐”活
动，募集资金达 30 余万元。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一个
又一个新的起点。 ”珠晖区委副书记、区长陈
礼洋表示，近年来,珠晖区不断健全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各项指标列为民生工
程的重要内容，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加快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覆盖全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基本形成。 通过开展培训促就业、创
业带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保就业等一系列
工程，加强对农民工、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指导，就业渠道进一步增
加。 珠晖区就业部门采取扶持、培训、孵化
“三合一”工作模式，引领该区就业创业新格
局。 该区利用区人力资源市场的职能作用及
其人才供求信息资源优势，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联合珠晖区妇幼保健
院、江东中医院、滨江医院 3 家大学生见习
基地， 为优秀大学生提供见习岗位 100 余

个。 此外，还有珠晖工业园、衡阳市东城批发
市场 A 楼管理处、衡阳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衡阳市珠晖区东环综合交易市场等 15
家创业孵化基地。 截至目前，共扶持 6 家中
小型企业主及 100 多家个体工商户成功创
业，创业带动就业 3.2 万余人。

我们了解到，为方便广大求职者自主择
业， 今年珠晖区人力资源市场共举办 40 场
招聘会，登记招聘单位累计达 4500 多家，提
供岗位信息达 1.2 万多个， 求职登记人数达
1 万多人， 其中下岗失业人员 7500 多人，

“4050”人员 6500 多人，成功就业 7300 多
人，顺利完成了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
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等专项就业服务活
动。

把满意写进百姓笑脸中

“哎呀，学校里新改建的围墙好漂亮！ ”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珠晖区光明路小学的学
生一入校，就惊奇的发现昔日熟悉的校园大
变样了，绿化更美了，环境更干净、整洁了，
校园里还建起了塑胶跑道。

我们了解到，光明路小学正在实施的改
扩建工程是珠晖区教育事业项目建设当中
的一项工程，也是珠晖区众多民生工程的一
个缩影。“学校原有的临光明街门面及临光
华里菜场一共 19 个门面如期腾空搬迁、拆
除， 改造成了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黑瓦、灰
墙、白窗格独具特色的通透式围墙。 ”该校负
责人说，通透式围墙将更能提升校园文明品
质，美化校园，使校园和社会更加紧密接触。
与此同时，学校还建成四跑道环形塑胶运动
场，新修围墙的空地处，合理栽上了绿树，修
建了健身路，让校园景色更加美观，达到让
路于民透绿于民的效果。 据悉，珠晖区目前
已投入资金 5800 多万元改造了光明路小
学、区实验小学等一批小学；2016 年，该区还
将计划投入 2000 万元用于贫困和边远学校
的提质改造和教学设施设备的完善。

民生跟着“民声”走，民生“落地”了，幸
福的笑容就会挂在群众的脸上。“以前一直
担心孩子读不了书，现在，心里的石头落地
了。 ”“如今，教育资源丰富了，进一步满足了
入学需求，对孩子们来说是幸福的事。 ”一群
学生家长站在苗圃小学的开工现场欣喜地
讲述，谈话间，无不流露出对孩子读书问题
解决的满意。据悉，投资 8000 多万元新建的
苗圃小学位于和平乡湖东村中堰组、新民村
苗圃组和莲花组，服务半径达 1.5 公里，覆盖
人口 3 万，学生来源于苗圃街道、大华社区、

东城国际、湘江市场、船山东路建设安置生
活区等，按规定标准开设教学班 48 个，容纳
学生 2160 人； 区实验小学上托校区位于酃
湖乡上托村坝塘组、 新建组， 服务半径达 2
公里，覆盖人口 2.3 万，学生来源于酃湖乡上
托、光明、凌塘、东湖、胜利、双江等 6 个村和
衡阳师院、湖南工学院及道路建设安置生活
区，按规定标准开设教学班 36 个，容纳学生
1620 人。

一时间，孩子的读书问题成了百姓最头
疼的难题？ 如何破解“入学难”？ 珠晖区坚持
优先发展教育战略， 把教育事业发展作为

“民生突破”的重要抓手，强力推进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2014 年，《珠晖区 2014—2020 年
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规划方案》落定，明确了
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规划的类别、数量、“时
间表”和“路线图”。 到 2020 年，全区保留初
中 2 所，小学 32 所，幼儿园 59 所；新建九年
一贯制学校 1 所，小学 6 所；扩建初中 1 所，
小学 7 所。

现在，不管城市还是乡镇，办学条件都
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改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
能上好学校。 为促进教育公平，有效化解大
班额，该区制定了《化解大班额重点项目建
设计划》。 近两年，新增教学面积近 5000 平
方米，维修改造校舍面积 1.7 万余平方米，新
增学位 2000 余个。在发展学前教育方面，该
区出台了《珠晖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实施规
划》， 将公办幼儿园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范
畴， 确保每个乡镇建设一所农村公办幼儿
园。 近两年，投资 600 余万元，高标准建成了
东阳渡中心幼儿园、 衡州路公办幼儿园，扩
大了学前教育的普惠性。

为铺就教育信息“高速路”，该区大力推
进“三通两平台”建设。 目前，全区有省、市级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30 所。 村完小以上
学校均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通”，有宽带接
入的学校基本实现了“优质资源班班通”，开
通了师生个人网络学习空间，实现了“网络
学习空间人人通”。 彻底改变了以前“一支粉
笔、一块黑板、一本书、一张嘴”的教学模式。

“江东”颜值今爆表，且听春潮澎湃声。
如果说，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
建设“幸福珠晖”的突出亮点，留下了清晰的
历史轨迹。 那么，站在当下，落实“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推动“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
享发展”的“五个发展”新征程的起点，一个
又一个民生工程的“接力”，未来珠晖的“民
生蓝图”，必将彩霞满天，更为可期。

且听春潮澎湃声
———珠晖区关注民生办实事纪实

陶杰 唐兰荣 陈鸿飞

和谐之歌 (本版图片由珠晖区委宣传部提供)

珠晖区委书记刘诗真（左二），区委副书记、区长陈礼洋（右二）调研民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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