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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又逢春。
围炉而坐，梳理 2018 年的湖南，一

条昂扬的曲线，展现的是湖南的心情。
民生， 被一组组可感的数据描述：清

一清项目， 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完成；比
一比投入，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重达到 70%以上； 数一数钱包，城
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掂
一掂“饭碗”，新增城镇就业超额完成年度
目标； 算一算扶贫成果，131 万左右农村
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摘帽……

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多的文化获得感，
省财政把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应着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民生连着民心。 民生在政府工作中
的分量有多重， 民心凝聚起的力量就有
多大。 2018 年，我省不断加大财政民生
投 入 力 度 ， 全 省 财 政 民 生 支 出 达
5241.5 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 70.1%。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依照民
生“指南针”指引的方向，至微至显、善作
善成，湖南，用不断加码的民生担当，支
撑起了 6800 多万人民的美好未来。

回望 2018 年， 民生保障贯穿了湖
南财政支出“账本”的主线、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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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对何磊华和他的家庭来说，温
暖，是最为真实的写照。

去年 3 月 12 日，资兴市唐洞街道高码村
村民何磊华因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在郴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手术住院一个月，住院费用花去了
101483.3元。 对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而言，这
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以前像我们这样的贫
困家庭，有病也不敢去住院，只能在家耗着。 ”

“幸亏有了健康扶贫的好政策。”何磊华出
院后， 报销了 91334.96 元（其中政府兜底
48404.39 元），自己只需支付 10148.34 元，实
际报销比例达 90%。

不只是何磊华， 因为财政的兜底，2018
年，更多的湖南人收获了温暖。

“社会政策要托底”；“构建相互衔接、运行
有效、保障特困群众的兜底制度”；“着力解决民
生领域突出问题”……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这一民生指向， 省财政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的问题入手， 解决最基本、 最迫切的民生问
题，把温暖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手上。

一组数据说明着民生的温度：2015 年
-2018 年， 省财政共投入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362.68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313.6亿元、省级资
金 67.2亿元）， 投入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123.73
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78.95 亿元、 省级资金
44.78亿元）。从完善政策、加大投入、提高标准、
加强衔接等方面着手， 省财政为无法依靠产业
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兜底线、织密网、建机
制，确保应保尽保、应兜尽兜、应救尽救。

有了财政兜底，社会救助保障覆盖了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专项救助的各个方面，构
建了上下配套、内容完善、衔接紧密的社会救
助制度体系。

低保标准不断提高。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标
准从 2012年的 304.5 元 / 月， 提高到目前的
470 元 / 月，增长了 54.6%。 农村低保平均标
准由 2012年的 144.3元 /月，提高到 2018年
的 338 元 / 月，增长了 134.7%，超过了 2018
年全省农村低保指导标准（3200 元 / 年）。 长
沙、株洲、湘潭等地实现城乡统筹，低保标准超
过 500元 /月。

特困供养保障有力。 全省农村特困供养支
出由 2012 年的 11.2 亿元， 提高到 2018 的
20.9亿元，增长了 86.7%。 同时，不断完善特困
人员供养机构设施。 从 2017年开始，在全国率
先开展照料护理区建设，建成护理型床位 6000
多张。 2018年，全省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分别达到 7361元 /年（集中供养）、5050
元 /年（分散供养），分别比上年提高 451 元和
827元； 孤儿集中和分散养育标准均提高 200
元 /月，分别达到 1200元 /月、800元 /月。

医疗救助提标扩面。 2013 年 -2018 年，
全省医改投入 2447亿元，年均增长 10.1%；城
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 280 元 / 人提高
到 490元 /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
准由 30元提高到 55元。 从 2018年 7月 1日
起，开全国之先河，在全省开展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住院和
门诊对象分别最高给予 5 万元和 8000 元的
补助，有效解决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不让病根变穷根。

临时救助力度持续加大。临时救助资金从
2012 年的 0.5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9.6 亿
元，增长了 1820%；救助户次数由 2012 年的
58.4万户，增加到 2017年的 111.6万户，增加
了 91.2%。同时，从 2015年起开展“救急难”综
合试点工作， 省财政安排资金 2250 万元，支
持 19 个国家级试点单位探索“救急难”工作。
2018 年， 省财政在原预算基础上增加 2.2 亿
元临时救助资金， 进一步加大了临时救助力
度。 筹集资金 5000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安排
4000 万元）， 在全省范围救助 11000 名尘肺
病患者，此举得到中央充分肯定。

2018 年， 对花垣县十八洞村来说，希
望，已经照进现实。

尽管岁末，进村的道路两旁依然停满了车
辆，游客络绎不绝，农家乐生意火爆。 在“幸福
人家”农家乐，50多位游客正在体验苗家“长
桌宴”。 70多岁的农家乐主人杨东仕说：“十八
洞村的旅游越来越火，现在游客还是少的。 到
周末游客多的时候，每天收入有 1000多元。 ”

除了乡村旅游，十八洞村还发展了猕猴
桃种植、黄牛养殖、苗绣加工等产业，村集体
与湖南步步高集团合作，投资 3000 多万元
打造“十八洞山泉水”品牌，村集体每年保底
分红 50万元。

发展产业，才能真正帮助贫困群众甩掉
“穷帽子”、拔去“穷根子”。 省财政引导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
色产业，通过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劳务协
作转移就业、开办扶贫车间等方式，增强贫
困群众“造血”功能。

宽敞明亮的教室、崭新的现代化多功能
厅、 整洁的学生宿舍……如今在凤凰县、花
垣县等地，最漂亮的建筑在学校，最美的风
景是校园。

根据省政府部署，2018 年起我省实施
“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建设”工程，统一命名为
“芙蓉学校”。项目选址在城郊或“大班额”问
题突出的中心镇，项目类型以新建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为主，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按每个
项目县 3000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其中
2018 年已安排 5.4 亿元，先行启动 27 所芙
蓉学校建设。

与此同时， 全省建立起了全领域、 全学
段、 全覆盖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与就读资助
制度，让贫困户子女上得起学，而且能上好学
校、顺利就业，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18年，全省投入各类学生资
助资金 137亿元，约 883万学生获得资助。

凤凰县民族村寨位置偏远， 以前交通不

便，许多村小、教学点教师们不愿意去，大多
是靠“下命令”。 为提升贫困乡村的教学质量，
凤凰县率先出台了农村教师津补贴等相关政
策，在腊尔山等高寒山区的乡镇学校、村小任
教的教师每月补助最高可达 1700元，部分教
龄长的村小教师年收入超过 10万元。

“现在待遇高了，当老师很火的，都成了
‘香饽饽’。 ”凤凰县腊尔山希望小学校长麻
青云说。

据了解，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目前有
719名教师下乡支教， 基本上解决了贫困乡
村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 支教老师大多是年
轻人， 他们的激情和活力也改变了农村学校
的风貌。同时，全州有 1181所学校接入宽带，
覆盖率达 90.77%，并在国内率先推出了网络
共享“异步双师课堂”，由州内优秀教师因地
制宜为偏远农村学校设计课程， 使偏远农村
学校享受到了教育信息化带来的“福利”。

其中的背景是，为加强乡村基层教师队

伍建设，省财政安排 4.02 亿元，支持市县为
约 17万农村中小学教师发放人才津贴。 投
入 1.73 亿元， 实施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
计划。投入 2335万元，实施“三区”教师支教
计划。 投入 1.27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国家级
培训计划，通过置换脱产研修、送教下乡、网
络研修等方式，提高乡村教师素质水平。

更宏大的背景是，省财政支出优先用于
民生支出。 这组数据，体现着公共财政的属
性：在 2018年 7479.2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20.3 亿元，
增长 9.8%； 教育支出 1189.5 亿元， 增长
6.7%； 科学技术支出 129.7 亿元， 增长
41.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06.5 亿元，
增长 8.7%；卫生健康支出 631.7 亿元，增长
7.8%；节能环保支出 194 亿元，增长 11.9%；
城乡社区支出 820.5 亿元， 增长 14.5%；农
林水支出 897亿元，增长 14.6%。

民生， 在湖南的细枝末节中展现开来：
从一条条畅通的道路、 一处处宜居的住房、
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可以真切地触摸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

2018 年， 对塘头坪村幸福院的老人来
说，幸福，是再恰当不过的字眼。

虽是隆冬的傍晚，但江华瑶族自治县沱
江镇塘头坪村幸福院却是温暖幸福有加。 11
位五保老人正在吃晚饭，桌上摆满了 6 大盆
荤素搭配的菜肴。“吃得好，住得好！”72岁的
五保老人曾纪友连连点赞。

塘头坪村幸福院， 共有两层楼，20 多个
房间。 每位五保老人都有一个单间，床铺、被
褥、卫生间一应俱全，还有专门的厨师、服务
员为五保老人服务。

民生福祉的新需求是一面镜子，“照”出
公共服务供给侧的短板和弱项。 在省委、省
政府领导下，财政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思
路也在同步升级，确保了财政资金用在“刀
刃”上，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成果得
以共享，幸福感得以增加。

“十四连调”凸显我省社会养老事业稳步
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在财
力紧张的情况下， 我省自行提标每人 15元 /
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
每人 103元 /月。 2018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金实现“十四连调”，人均养老金调至 2395元
/月，比 2005年增加 1825元，增长 320%。

城乡公共卫生均等化得以持续推进。
2018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提
高到 55元 / 人， 全省资金规模达到 38.5 亿
元。 支持推进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
接种、 儿童保健等 14 大类 55 项服务项目。
省财政拨付中央预算内投资医疗卫生项目
资金 14.62亿元， 支持贫困地区县级医院服
务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 1.3亿元，落实省
级配套 1.3亿元，支持县级医院、妇幼保健机
构、重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级医院重点
专科等重大项目建设。 省财政安排 7000 万
元为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配备医疗设备，重点向边远、民族、贫困地区

倾斜。安排中央和省级补助 4.5亿元，支持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全
科医生转岗培训、225人才工程、乡村医生培
养等，为基层培养紧缺急需卫生人才。

公共文化资源合理配置得以统筹。 为充
分发挥公共文体场馆服务群众的作用，中
央、省级财政投入资金 3.9 亿元，支持全省公
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
（站）、 体育场馆实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安
排电影发展专项资金 8000 多万元， 对全省
新建影院进行奖励补助， 为城镇低收入群
众、进城务工人员等特定人群提供优惠观影
活动。 安排农村电影专项资金 6781 万元和
农家书屋资金 5869 万元， 支持全省农村电
影放映和农家书屋配置图书。 安排 1691.20
万元支持有线和无线都无法覆盖的贫困山
区 12.08 万户实施广播电视“户户通”改造。
通过统筹配置公共文化资源，进一步健全覆
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支持文化惠民和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
展，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省财政
投入 7156 万元， 支持举办各类健身赛事活
动 92 个，其中举办湖南省首届“健康湖南”
全民运动会等大中型品牌赛事活动 18 个，
承办中华龙舟大赛等全国性赛事活动 10
个，资助全省地区性赛事活动 64个。 湖南省
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历时 8 个月，
累计举办赛事活动 5370 场次， 参与人数超
过 1100 万人次， 真正实现了全民健身全覆
盖。 省财政安排专项经费近 1 亿元，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推动文艺院团开展“演艺惠民、
送戏下乡”演出活动 11551 场，为群众送书
画作品 4000多幅，支持《湖南日报》在机场、
火车站、 高铁站等窗口单位进行免费派送，
支持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创排和“欢乐潇湘”、
“雅韵三湘” 等系列大型公益性公共文化活
动开展。

“一馆代表一省的历史沿革、精神气象，
细看之下，骄傲感顿生，为生而为湖南人骄
傲”；“这一次没有白来， 看到了许多以前只
能在教科书上见到的文物，感受到了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气势磅礴，文物经典，匠心
布馆，观感震撼”……这是人们免费参观省
博物馆后的留言。 2018年，省博物馆免费接
待观众共计超过 369 余万人次，通过第三方
调查，观众观展满意率达 91.53%。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省全面启动新一
轮更加积极就业创业政策， 鼓励企业吸纳就
业，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岗位补贴、社会
保险补贴。 据初步统计，2012年 -2018年，全
省共筹集就业资金 308.5亿元，与周边省份相
比，我省省级就业资金投入最多。 同时，省财
政、省人社部门制定了我省促进就业二十条措
施，促进就业形势稳定。支持实施“双百资助工
程” 、“2151工程”、省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
范基地（示范园区、示范高校）和创业载体建
设。 统筹推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落实高校毕
业生就业见习、求职创业、“三支一扶”、高校就
业招聘等补贴补助。安排 2000万元支持实施
农村大学生培训、 农村党员干部就业技能提
升、监狱服刑（戒毒）人员职业培训补贴，提升
就业能力。

此外，扶持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为贫
困劳动力开展免费创业培训、安排创业孵化
场地，扶持创建扶贫车间、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民宿酒店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帮扶
贫困劳动力实现自主创业增收脱贫，全年共
有 36万人享受了各类就业扶持政策。

幸福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温暖 社会救助更有保障

希望 未来湖南唱响序曲

70.1%

29.9%

2018 年，全省财政民生支出达 5241.5 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 70.1%。
在财政支持下，省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 大图：小学生在省博物馆参观、学习。

小图：人们在参观省博物馆后纷纷留言点赞，这是 2018 年的观众留言簿。

洪江市芙蓉中学的学生在学校新建的运动场上开班会。 杨锡建 黄海 摄

由财政买单， 我省适龄儿童如今可
免费接种 11 种疫苗，预防 12 种疾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财政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