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
对一般群众来说， 一场大病就是一场灾难；
对贫困群众来说，因为大病变故，生活更是
雪上加霜。

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郴州咬定健康主线、坚持惠民导向，深化改
革，让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郴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并大
力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降低群众就
医成本。

永兴县鲤鱼塘镇垅塘村村民曹贵清，前
不久，家庭医生给他做体检时，发现右上腹
有明显压痛。 家庭医生马上联系镇卫生院医
生到曹贵清家中进行诊疗， 令他十分感动：
“签约家庭医生不是作样子， 看病就医比以
前方便了，医药费也降低了。 ”

与此同时，该市引导城乡居民参加医疗
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 为他们撑起“保护
伞”。

2015 年，桂阳县四里镇农民肖某因脑部
重疾在广州一家医院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
用 63 万元。

根据新农合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保险
有关政策，肖某获得了封顶报账，报账金额
分别为 12 万元、30 万元， 总额达 42 万元，
占医疗总费用的 70%，并获得了一大笔大病
保险赔付金。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郴州全面
推行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平台，实行“一
揽子政策保障、一张卡看病就医、一站式即
时结算、一张单明示待遇”。 农村贫困人口在
县内住院，一律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宜章县玉溪镇黄土山村村民王旺民，患
痛风性关节炎，时常到镇卫生院住院。 王旺
民感慨：“以前，住院要先交钱，筹资压力大。
出院报销医药费还得找医保、民政、保险等
部门，耗时费力。 ”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推行后，出院
时一个窗口就能办理好医疗费用结算，只交
个人自付部分即可。 ”王旺民说，他不用再到
相关部门报账，省时省力省钱。

健康服务暖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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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消除大班额

今年秋季，郴州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如
期开学，桂花的清香充盈校园，粉的、紫
的、白的紫薇花开满绿地。在鸟语花香中，
学校迎来首批师生。

第一中学新校区是郴州重大公共服
务项目和民生项目，也是落实中心城区中
小学化解大班额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工
程， 办学规模 120 个班， 可新增学位
6000 个。

第一中学新校区的投入使用， 是郴
州努力化解城区中小学大班额的力证之
一。针对大班额群众热切关注的问题，该
市出台《郴州市中心城区中小学化解大
班额三年行动计划（2015 年 9 月 -2018
年 9 月）》，共实施项目 21 个，总投资 11
亿余元。

去年，郴州又印发《全市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8 年至
2022年），拟投入 62亿余元，通过新建、改
扩建、整合资源办学等途径新增学位 20.4
万个，全面解决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

按照实施方案，从去年秋季起，该市
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按照小学每班 45
人、 初中每班 50人的标准班额招生。 到
2020年基本消除 56人以上大班额，2021
年全面消除 56 人以上义务教育大班额，
2022 年全面消除 56 人以下义务教育大
班额，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按标准班额办学
目标。

此前，郴州市十九完小还是一所占地
仅 9亩的“袖珍”小学。“扩建前，20多间面
积 56平方米的教室， 每间挤着七八十名
学生。 ”学校负责人说，不改扩建，师生安
全都受影响，但学校位于北湖区寸土寸金
的市中心，周边被居民楼紧紧包围，要动
迁扩建，很难。

然而，北湖区硬是将这块“硬骨头”生
生“啃”了下来。 去年 9 月，所有师生搬进
了占地 22 亩、总投资 1 亿多元的现代化
新学校，每间教室面积 72 平方米，所有
班额都降至 55 人以下。

郴州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 仅去年全
市就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2431 个，完
成率达 139.8%，排在全省前列。今年，计划
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保底任务数 1767
个、努力任务数 2336 个，截至目前， 已完
成 2169个。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
“我们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发

展思路，助力产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郴州市人社局负责人介绍， 通过创业带
动就业，力促就业实现市场化配置。

从一组数据可看出郴州就业结构不
断优化：2017 年该市社会从业人员达
345.57 万人，比 1978 年增加 200.57 万
人，增长了 138.32%。

郴州是“全国创业先进城市”。 据介
绍，近年来，该市依托工业园区打造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创业孵化基地，推动创新
创业。

在郴州经开区创新创业园我们看
到，量身打造的标准厂房，超市、食堂、宿
舍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吸引大批企业
在这里安营扎寨、丰羽强翅。

据了解，近几年，郴州经开区创新创
业园共孵化创业实体 100 余家， 吸纳就
业人员 5000多人，先后被评为国家小型
微型企业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全
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

2016 年来，该市每年举办一届创新
创业大赛。 在去年举行的第三届创新创

业大赛中， 共有 200 多个项目参赛，涵
盖新材料、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及先进设
备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竞争有 20 个优
秀项目脱颖而出，分别获得 1 万元至 20
万元不等奖励，并在创业资金、金融授信
等方面进行扶持。

同时，郴州出台就业扶持政策，建立
起覆盖市县乡村四级联网的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各县（市、区）千方百计帮助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

汝城县引进企业在贫困村建立“扶贫
车间”，让贫困村民家门口就可上班赚钱。
该县延寿瑶族乡走马村村民邹来英，在村

前的浩佳皮具厂扶贫车间上班，每月工资
达 2000多元。 目前，这个“扶贫车间”吸
纳 110余名乡亲就业，其中 30 人为贫困
群众。 至去年底，他们已全部实现脱贫。

每年春节期间，桂阳县组织开展“春
风行动”系列招聘会，县就业服务中心还
开展送技能下乡活动。

宜章县实施“家门口” 就业帮扶工
程，采取产业发展吸纳一批、园区企业招
聘一批、爱心企业帮扶一批、创新创业带
动一批、公益事业兜底一批等措施，大批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

千方百计促就业

织牢民生保障网

8 月 19 日，烈日炎炎，汝城县委驻文明
瑶族乡沙洲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村第一书记
黄飞，来到村民朱求养家走访。

巷子里响起黄飞沉稳的脚步声， 小狗亲
切地摇着尾巴。推开朱求养家的门，粉刷一新
的墙壁亮堂堂的。

去年底的一个下雨天， 黄飞走访时发现
朱求养的房子漏雨。天晴后，他立即组织人员
进行了修缮。

“真感谢党的好政策， 不但帮我修了房
子， 而且还发放老年补贴、 扶贫及低保救助
等，我现在衣食无忧。”今年 76 岁的朱求养无
儿无女，是兜底扶贫对象。老人感叹：“要是生
活在旧社会，我只能出去要饭。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
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郴州市民政局负
责人介绍，市里坚持把兜底线与谋发展并重，
将社会保障兜底对象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同时，不断提高特困人员供养力度和其他
特困群体生活保障， 进一步织牢基本民生保
障网。

目前，郴州城市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每月每人 600
元、420 元。 乡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全失能
特困供养对象护理补贴， 按每年 1 万元标
准执行。 集中供养孤儿和分散供养孤儿基
本生活费标准 ，每月每人分别不低于 1200
元、800 元。

为了让老年人乐享晚年，近年来，郴州把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列为
民生工作重要内容，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提
升老年人幸福指数。

8 月 28 日，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桐梓
新村振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一群快乐
的老人在开心地享受属于他们的晚年生活，
有的在打桥牌，有的在健身，有的在编织工艺
品……一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据介绍， 近年来， 北湖区里持续加大投
入，先后建立公办福利院、敬老院、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等 40 余个， 其中区福利院设
床位 2200 张，集养老、医疗、康复等于一体。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郴州执政者将继续奋楫前行。

金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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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
北湖区燕泉
街道桐梓新
村振兴社区
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李玲华 摄

苏园中学。

市民在桂阳县政务中心办
理社保业务。 欧阳常海 摄

郴州经开区长冲
创新创业园。 周 峰 摄

桂阳县开展 “春
风行动”系列招聘会。

欧阳常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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