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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易巧君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劳保医疗、公费
医疗、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免费医疗阶段，逐渐发展
为现在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社会保险制度，一张医疗保障网越结越密，人口平均
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至2018年的77岁。

只比新中国小1岁、家住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
的彭奶奶，见证了这样的变迁。

“托老公的福，到他们职工医院
住了3个多月的院”

“当姑娘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穷，乡里人更
是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钱。” 彭奶奶告诉记者，她
相亲遇到当工人的老公时，真有点感觉“像捡到了
宝一样”。这意味着作为家人，都能沾这位“国家工
人”的光，享受部分公费医疗了。

彭奶奶说的“公费医疗”，是我国在上世纪50
年代相继建立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

彭奶奶的老公曾是军人， 退伍后被招录进了
长沙市第一运输公司当工人， 但一直把家安在农
村。 彭奶奶至今还珍藏着老公那本套着红色塑料
壳、不到巴掌大的劳动保险待遇证，上面除了职工
本人的名字，还清楚地列明了他的母亲、配偶、女
儿均可以使用该证件。

曾经位于长沙南门口的交通职工医院， 是彭
奶奶第一次正式住院的地方。她生完孩子后，身体
十分虚弱，“托老公的福，到他们职工医院住了3个
多月的院，才基本好利索。”

然而，这种看起来很美的公费医疗，后来却在
发展中没能获得不断完善更新的生命力。

有专家指出， 这主要是因为公费医疗把农村
人口排除在了制度保障网之外。上世纪90年代，我
国开始探索建立覆盖全民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
度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在外地住院的钱，回到长沙也
可以报销”

彭奶奶自从第一次住院后，很长时间都是“小
病、慢病不离身”，直至2004年，消化不良症状越来
越严重， 到大女儿在广州工作的部队医院进行检
查，结果发现是严重肠道疾病并接受了手术。

“真没想到，在外地住院的钱，回到长沙也可
以报销!”彭奶奶介绍，当时她家按规定交了每人10
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镇上负责的同志通
知她准备好住院资料和收费发票， 给她报销了一
部分费用。

彭奶奶说，这10多年来，她家一直坚持按时缴
费的新农合，如今已改名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
保费用也从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增至了220元，但
她觉得很值。

“我们参了保的乡里人，如今除了生病住院能
直接享受报销，还有不少其他福利呢。”彭奶奶告
诉记者， 她二女儿2015年生下的双胞胎孩子因为
早产住院，报销了近一半的费用；孩子的伯母患有
比较严重的糖尿病， 如今每个月都可以凭办好的
特殊门诊， 在定点医院门诊或药店通过医保报销
300元的药费。

另外，像她这样过了60岁，患有心脏病、高血
压等慢性病的老年人， 如今每年还有两次免费体
检的机会。

前不久， 彭奶奶觉得自己早上起床偶尔左边
手臂会有些麻木，她自个儿来到镇上的卫生院，医
生给她做了颈椎等检查，还给开了中药和西药，一
共花了700多元钱， 却只让她付了400多元钱，“医
院说其余的钱，可通过门诊统筹结算，如今咱们农
民看门诊都有报销了!”

创业担保贷款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是国家为解决各类人员创业资

金不足而实施的一项促进就业创业政策。由政府提供担
保，财政给予贴息，有效化解普通创业者融资难、担保难
的创业门槛问题。湖南从2003年开展以来，全省累计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237.79亿元， 直接扶持39.93万人创业，
带动就业超过150万人； 全省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从
2015年底的13.2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7.3亿元，担保基金
持续增长，担保能力极大增强。

教育信息化2.0试点省
湖南教育信息化起步早、力度大、成效明显。以“1+N”

或“N+N”的形式，将优质学校与乡镇中心校、教学点组成
一体化的网络联合学校群，覆盖1035所中小学校；基本完
成了“三通二平台”建设，截至2018年年底，中小学校配备
多媒体设备的教室达14.81万间；推进中小学网络名师工作
室建设，已有名师工作室80个、成员4万人。

2018年，教育部立项批准湖南建设全国首个“教育
信息化2.0试点省”。

6671.2万人参加医改
2009年实施新一轮医改以来， 湖南坚持保基本、强

基层、建机制，统筹推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建立，人民群众普遍受益。

标志性改革有：公立医院全面破除“以药补医”、全
民医保制度建立健全、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施、重大疾
病救治网络逐步健全、居民健康“守门人”制度基本建
立、健康扶贫破解“因病致贫”。

2016年， 全省187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
成，实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盖，结束了实行几十年
的“以药补医”历史。截至2019年6月底，全省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6671.2万人，全省医保参保率已连续多
年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全面实现。2011年底，
全省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全部实施了
基本药物制度，使每一个农村居民都能更加便利地享受
到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实惠。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即各健康扶贫协议管理的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综合服务窗口，为扶贫对象住院
就医时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
民政医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等优抚医疗补助实行
“一站式”结算，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就医报销“跑腿垫资”
等问题。从2018年8月1日起，湖南实现全省范围内各县
市区贫困人口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截至2019年6月， 全省贫困人口住院通过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平台，共结算70.02万人，结算医疗总费用
55.52亿元，报销总金额48.7亿元，报销比例为87.72%。

特药制度
为切实减轻大病、罕见病参保患者使用高价格药品

费用负担，2016年5月，我省印发《湖南省大病保险特殊
药品支付管理办法（试行）》，将不在现行医保药品目录
之内，但对治疗重大（罕见）疾病临床必须、疗效确切、价
格昂贵，且已通过谈判机制纳入湖南省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的药品定为“特药”，明确可按照“限定支付范围”予以
报销。目前，全省已有50种高价格药品纳入特药管理范
围，全省参保患者每年节省的特药医药费达1亿元以上，
重病患者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

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谭子好

1969年， 我出生在泸溪县浦市镇新堡村一个
农民家庭。我父亲是高小毕业，母亲则是纯文盲。当
时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时走遍方圆几十里
的村庄也找不到一个能识字的人。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扫盲
运动”，我也随母亲进了扫盲班。我们组的扫盲识字
班设在仓库里，每当夜幕降临，大家都争先恐后赶
去，生怕迟到了没有位子坐。

1984年，我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吉首
民族师范学校。1987年，我到泸溪县合水学区一所
村小任教，踏上了三尺讲台。当时农村师资非常薄
弱，大部分都是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我备受学校
器重，每周的课时量多达24节以上，语数音体美样
样能教。

后来，我先后调到县教育局、县委办公室工作，
由泸溪率先实施并影响全国的农村教师岗位津补
贴制度，我参与了调研、决策全过程。

当时，农村学校面临老师“留不住、引不进”的
难题。2008年，我深入调研后发现，主要原因是农
村教师福利待遇差，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我主笔
写了一份长篇调研报告，引起了县委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2009年，泸溪率先在全国实施农村教师生活
补助制度，村片小、乡镇中心校教师每人每月分别
发放补助1400元、600元。仅此一项，每年县财政发
放补助1800多万元，全县2100多名乡村教师受益，
占全县教师的70%。

2015年起，我任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2016年
1月的一天，我到浦市镇青草村小检查工作时，发现
一名50多岁的教师竟然披着被子趴在讲台上睡
觉， 学生却在认真地自习。 这位女老师叫刘明群，
2014年查出子宫癌， 接受治疗后毅然戴上假发返
回课堂。当时，刘老师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趴在讲台
上休息。我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尽我所能，提高教
师福利待遇。

经多次调研、多方协调，县委、县政府出台一系
列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保障了教师福利待遇。目前，
我县教师的福利待遇真正做到了与公务员一视同
仁，甚至超出了公务员。2016-2018年，县委、县政
府分别拿出330万元、560万元、670万元奖励优秀
教师及重教功臣。

心血付出， 换来泸溪教育快速发展。4年来，我
县共有2928名学子考入本科院校，本科上线率、本
科上线万人比连续14年位居湘西州第一。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 村小建设管理等经验在全国全省推介，
创造了特有的“泸溪教育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民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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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余蓉 段涵敏 陈勇

从业人员规模由1952年底的1188.76万人， 扩大
至2018年末的3738.58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养
老金从1995年的192元， 增加到2019年的2499元左
右；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全民医保目标全
面实现；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累计投入各类资金超万亿
元……每一个数字的背后，是湖南持续增强民生福祉
而创造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始终关注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改善。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建设极大
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民生
事业不断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全面增强，
书写了一张温暖幸福的民生答卷。

民生实事
一件接着一件办，累计投入超万亿元

“2015年创业之初，公司靠借钱给员工发工资，步履维
艰；国家优厚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助我们这样的小微企
业渡过了难关，现在，企业发展来势喜人，公司打造的互联
网交易平台年交易额突破了3亿元。”8月28日，湖南机械之
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旭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6年，创业遭遇瓶颈的刘旭龙，参加了人社部门组
织的“中国创翼”大赛长沙赛区比赛。作为创业重点扶持对
象，先后获得长沙高新区“柳枝行动”创业扶持资金20万
元、长沙市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扶持资金10万元、初创
企业一次性开办费补贴2万元、创业担保贷款50万元，顺利
度过初创期，获得快速发展。

创业公司快速发展，也有力地带动了就业。目前，湖南
机械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已从最初的13人发展到
现在的180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40多年来，促就业、稳就业成了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业制度，由“统包统配”向市场化导向转变；就业服务，由
服务城镇劳动者向统筹城乡转变。

人们也经历了从分配就业到自主就业、择业的转变。
近年来， 我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制定实施

“1+3+X”新一轮积极就业创业政策，就业渠道更加多样，
稳就业措施日益完善，劳动者在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措施
推动下，走向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从业人员规模由1952年底的
1188.76万人，扩大至2018年末的3738.58万人。

安居乐业，离不开更安全的社会保障、更安定的生活
环境。自2004年起，省委、省政府每年公开承诺为群众办实
事。15年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多项民生实事项目。据
不完全统计，至2018年底，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1.02万亿
元，完成重点民生实事156项，除“城镇新增就业”这一重要
项目外，还涉及安全保障、就学就医、生态环境、安居出行、
文化体育等多个民生领域，有效解决了一大批老百姓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民生实事，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
功。今年，省委、省政府再次庄严承诺，办好12件重点民生
实事———新增城镇就业70万人； 新增农村通自来水人口
120万；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提高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更加美好的
生活正在走来。

1

民生保障
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保障能力从弱到强

“70年来的变化，太多了！”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
老人喻桂霞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比如，退休后由社
保发放养老金了，生活不愁了。”

喻桂霞曾是长沙轮胎橡胶厂的一名工人。最初，企业
没有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一说。而随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推行，企业为职工办理了参保手续。

1996年7月，喻桂霞退休，退休工资从最初的每月700
元， 增加到现在的2900元。 她告诉记者， 老伴没有工作，
2010年，子女们凑钱给他补缴了养老保险，现在1个月也有
1000多元的养老金，“两个人的养老金加在一起近4000
元，生活有了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施行《劳动保险条例》，1995年《湖南
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出台，我省企业职工经历
了由企业负担退休工资的“企业保险”，到退休工资实现社
会化发放的历史性变化。不管企业停产或破产，退休生活
丝毫不受影响。

上世纪90年代， 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入手，
我省开始探索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保制度，建立起
统一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新世纪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持续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
革，社会保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和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并轨，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成
熟定型。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大力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 截至2019年6月底， 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4934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671.2万人、失业保险
参保人数596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799万人、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576.78万人。

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保障水平从低到高，保障能
力从弱到强。

社会保障待遇稳步提高。连续15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待遇， 月平均养老金从1995年的192元， 增加到
2019年的2499元左右； 城乡居民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由试点之初的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03元，
比国家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高出15元；失业保险金平均标
准提高到1145元/月。

社会救助建制以来， 农村特困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
5496元∕年。全省敬老院发展到1900余所，新增养老服务
床位6.8万余张，养老床位不足问题得到改善；出台17个养
老服务地方标准，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全省城乡低保标准达到479元/月、4292元/年，比2004
年的城市低保标准提高329元/月，比2007年农村低保建制
之初提高3609元/年； 月人均救助水平达到352元、212元，
比2004年的城市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提高293元，比2007
年农村低保建制之初提高182元。全省享受残疾人“两项补
贴”共计113.3万人，发放资金7.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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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教育
基础教育长足发展，重大改革领跑全国

这个夏天酷暑难耐，芙蓉学校施工紧锣密鼓。
统一的logo设计、一色的蓝顶白墙、配齐现代化教学

设备的教学楼、温馨整洁的学生宿舍、宽阔明亮的风雨运
动场……散布在全省43个贫困县的100所芙蓉学校， 有的
已成为学生的乐园，有的正在热火朝天建设。

芙蓉学校建设，正是湖南强力推进全省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生动体现。

70年来，湖南基础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
初期，致力于接管与改造旧学校，建设新教育；改革开放以
来，取得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
育”的历史性成就；进入新世纪，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巩固和
提高“普九”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着力加快学前教
育普及步伐，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高中阶段教育协调
发展，先后创造了“桃江经验”“东安经验”“郴县方向”“五
个口子”“汨罗素质教育”等一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先
进典型与经验。

我省还率先实施乡村教师人才津贴制度，率先启动实
施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率先开展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领跑全国。

高职高专在校生56万人，排全国第五；中职（含技校）
在校生78.9万人，全国排名第八；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分
别稳定在96%和88%以上。入选国家示范专业点38个，全国
排名第二。职业院校的服务能力也显著提高，对接湖南10
大千亿产业和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需求，组建了36个职教
集团；全省高职院校与1230余家企业开展订单培养、与111
家企业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与企业合作建立技术研
发中心119个。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所高校、 在校生2500多人，到
2018年的121所高校、在校生177万人，湖南高校教育规模
实现“跨越式”发展。3所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所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2个学科进入“双一
流”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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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健康
群众就医负担逐步减轻，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

“如今在家门口医院就能治我的病，想不到啊！”日前，
溆浦县大江口镇70岁的村民董宪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喜
悦地说，他年轻时挖煤多年，不幸患上了“矽肺病合并难治
性气胸”。

由于镇中心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有限，董宪改多次到
外地医院诊治，依然没有彻底治愈。如今，大江口镇中心卫
生院旧貌换新颜，投资达5500余万元的住院综合大楼屹立
在沅水之滨，正向二级医院跨越。从省人民医院学成归来
的卫生院大内科主任向长志采用“大管胸腔闭式引流＋自
体血封堵术”，解除了董宪改的顽疾。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省医疗卫生机构数由1949年的
239个增加到2018年的5.62万个，每万人口拥有医生数由5
人增加到26.2人，老百姓看病就医更便捷。

2009年实施新一轮医改以来，我省坚持保基本、强基
层、建机制，统筹推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同时，不
断加大医改投入，2009年至2018年， 医改投入总额达
3279.5亿元，平均增幅21.8%。

经过不懈努力，群众就医负担逐步减轻，个人卫生支
出占比从2008年的55.55%下降到2017年的32.23%。

参保人的医疗费用负担也在不断减轻，截至2019年二
季度，全省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了81.53%、70.13%， 实际报销比例
分别达到了70.18%、56.90%。

随着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改
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
的74.7岁提高到2018年的76.7岁。

随着“健康湖南”建设，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
康服务，在农村建立起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在城市建
立起各级各类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协作的新型
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城市居
民15分钟、农村居民30分钟的就医圈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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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9日，嘉禾县珠泉完全小学含田分校，学生开展“励志学习”活动。近年，该县整合城
乡资源，加大“四校一中心”项目建设，有效化解了大班额难题。（资料图片） 黄春涛 摄

2018年10月20日，雨
后的麻阳苗族自治县城西
新区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近年， 该县围绕“宜居、宜
业、宜游”的建设方针，推进
新型城镇化扩容提质，把城
西新区建设成集商贸、居
住、物流、生态旅游等为一
体的示范区。（资料图片）

滕树明 摄

8月27日，蓝天白云下的长沙城区山清水秀，天
空高远洁净，一幅“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秀美画卷
正徐徐铺展开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2011年9月14日， 市民在长沙市贺龙
体育广场开心晨练。近年来，长沙市着力抓
好城市建设与管理， 努力打造宜居长沙，人
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数说

湖南卫生机构
数由 1949年的 239
个， 增加到2018年
的5.62万个，每万人
口拥有医生数由5人
增加到26.2人。

湖南人均预期
寿命从 2010年的
74.7 岁 ， 提 高 到
2018年的7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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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小学净入
学率由 1949年的
20%左右， 提高到
2018年的99.98%。

截至2019年6月底，全
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达4934万人、 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6671.2万人、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596万
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799
万人、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576.78万人。

湖南从业人员规模
由1952年底的1188.76
万人，扩大至2018年末
的3738.58万人；湖南第
三产业从业人员规模实
现井喷式增长， 达到
1439.3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