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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山下尽开颜
———张家界市民生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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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贤友 吴自专 黄利文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从徒步跋涉到日行千

里， 从穿得暖和到穿得时

尚， 从吃饱喝足到吃出健

康，从“忧”其屋到“优”其

屋……70 年来，张家界人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一个个看得见、摸得

着的改变， 不断提升着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那些幸福花开的

故事生动写进了张家界人

民的心间。

如今， 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回望， 让我们透过一

项项惠民之举、 一桩桩利

民实事， 一起来追寻这条

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生动

轨迹， 一起来聆听这承载

百万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

铿锵足音。

教育的一头连着民生， 一头连着发展，是
千家万户的目光所系。

走进张家界一中新校区， 教学楼宽敞大
气，实验室、体育馆、艺体楼、食堂等一应俱全，
每间标准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现代
化校园气息扑面而来。

张家界一中是张家界推进现代化教育的
缩影。 近年来，张家界累计投资 15 亿多元，实
施了初中改造工程、校安工程、农村薄弱学校
改造、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标准
化建设、中职基础能力建设、芙蓉学校建设等
一系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同时，改扩新
建校舍面积 25.46万平方米， 消除中小学危房

8.44 万平方米，共建成 195 所省级义务教育合
格学校、87 所省级农村公办幼儿园、83 所乡村
少年宫……

与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齐头并进的，是教育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全市已构建起由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高中阶段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相
互衔接，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相互补充，学校
规模适度、覆盖城乡、方便群众，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各级各类教育逐步协调发展的教育
体系。

与此同时，张家界市义务教育超大班额实
现“清零”。 2019年 1月至 7月，张家界市共消
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班级 348 个，完成省里下达
的年度消除任务的 118.77%，名列全省第一。

一所所新校舍在崛起，一项项指标在刷新
……群众关心的入园难、入园贵、大班额、择校
热、中小学课业负担重等问题正在得到逐步缓
解。

除了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教师管理制
度也在不断完善。 张家界市积极探索“县管校
聘”改革，近年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
交流轮岗达 1200 余人次， 使得教师资源动起
来、活起来。

为了不断拓宽教师培养补充渠道。 张家界
市实施的“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扶贫计划”，
是在全国首创的教育精准扶贫新模式新举措。
该举措采取“公费培养、定向使用、定期服务、
定时交流、人才引进、招聘返聘”相结合的办
法，为全市公办校（园）培养和补充了中小学教
师 1949人。

同时，张家界市大力实施“阳光助学”保障
工程，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失学，实现了
“应学尽学、应助尽助”的目标。 全市 503 所农

村学校(含教学点)均享受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

从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到液晶触摸式一体
机；从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张家界一直
把教育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教育公平的阳光正普照着千家万户。

一间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一张
张精致整洁的办公桌， 一群年轻人围
坐在一起侃侃而谈， 一个个独具意义
的项目在这里诞生。

在张家界众创空间一间约 50 平
方米的办公室内， 张家界五六七科技
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正在商量公司开业
前的筹备工作， 他们主要经营范围是
做本地优质农产品的电商销售推介平
台。

类似的入驻企业还有不少， 张家
界众创空间负责人柴美玲介绍， 截至
2019 年 9 月初，该项目共开展 7 期项
目入驻评估路演， 吸引 122 个创业项
目参与路演， 共有 30 个项目成功入
驻，提供免费办公场地服务，吸纳就业
230 人。 这个平台不仅利用自有资金
设立了 100 万创业种子资金， 还着力

加强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 为五六
七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提供贷款
融资。

包括这个项目在内， 张家界目前
的 5 个市区县众创空间均已建成，共
投入资金 2000多万元，吸纳 192 家创
业企业入驻，带动就业 5057人。

为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稳定就
业，为创客插上梦想的翅膀。 2018年，
张家界出台了《张家界市大力推进就
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调整和新增了
12条促进就业创业的建议措施， 鼓励
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
重点支持劳动密集型和中小微型企
业、 民营经济及各种服务业发展。 同
时， 张家界还大力开展全域旅游建设
和旅游扶贫促进就业， 通过多种形式
对就业困难对象实行重点帮助， 加强

公共就业服务扩大就业， 全面实施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促进优质就业。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底，该市
新增城镇就业 8837 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 1867 人， 其中创业带动城乡就业
6042人。 新增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 2199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25%,
达到控制在 4.5%以内的目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关乎每
个家庭的幸福。 在促就业、稳就业的主
旋律中，张家界就业渠道更加多样、稳
就业措施逐步推进、 鼓励创业等政策
日益完善……有关就业的一项项政策
红利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新
一代就业者表现出极高的创造力，实
现了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 他们是
张家界繁荣发展的推动者， 也是见证
者。

国庆前夕，67 岁的永定区罗塔坪乡
青岩村村民覃元初出院了，因为享受了
精准扶贫医疗救助，原本 25040 元的住
院费，报销了 21284 元，自己实际只需
要交 3756元，等于只出了 15%的费用。

“以前得病总害怕花钱多，现在到
医院，不仅看病检查很方便，而且住院
条件越来越好。 ”覃元初开心地告诉笔
者：“入院不用交一分钱，看病还能报销
这么多，太方便了。 ”

覃元初只是张家界推行精准扶贫
医疗救助的众多受益者之一，在他就医
的张家界市中医院，今年以来，已经有
3300 多人享受到了精准扶贫医疗救助
政策。

“信息多跑腿，群众零跑腿”。 据该
医院医保科科长高志红介绍，只要符合
建档立卡户的条件， 贫困群众住院时，
只需提供户口簿或身份证，即可“零费
用”办理入院手续；出院时，所有医疗保
险和救助补贴均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
再由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结算，彻底解
决了过去住院报销时“来回奔波”的难
题，全面实现了住院费用结算“零跑腿”
的改革目标。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中，医保扶
贫无疑是一个关键词。

近年来，张家界市医疗保障部门紧
紧围绕精准扶贫总体规划，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医疗保险行业扶贫政策和要求，
紧密结合实际，协同相关部门着眼“两
不愁，三保障”，不断建立和完善行业扶
贫保障措施，努力解决贫困对象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

张家界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全士
其介绍，通过这些举措，首先是要落实
“贫困人员参保 100%”政策，其次是督
促区县摸清情况，落实六重保障，确保
县域内综合报销率达到 85%以上。 同
时，落实全市范围内二级（含）以上公
立医院均实现“一站式”结算，截至 7
月底，24314 人次享受“一站式”结算政
策，总医疗费用 18437 万元，各项补助
共计 15851 万元， 县域内报销比例
85.9%，超过省要求的 85%标准；县域
内 29 中大病救治 12291 人次，救治率
91.74%。

同时， 张家界主动出击打击骗保，
今年 7 月市对 145 家协议医疗机构、
530家零售药店全部开展了自查自纠工
作， 有 59家协议医疗机构、166 家协议
零售药店通过自查和医保部门的现场
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保
尽保”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看得见的实
惠。 接下来，“一站式”结算还将逐步实
现服务全体市民，让全市 170 万多人民
群众都能够享受到便捷实惠的医疗保
障。

教育之光照亮未来

创业就业筑构梦想

医疗保障稳住幸福

绽放的祖国花朵 向韬 摄

免费医疗体检 邵颖 摄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向韬 摄

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生活 邵颖 摄

城市公园笑容多 向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