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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2013年， 是我省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
的一年，是民生不断改善的一年。这一年，三
湘大地沐浴国家利好政策的强劲暖风，省
委、省政府坚持以创业富民，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完
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推进和改善民
生，百姓生活的满意度大幅提升，幸福感不
断增强。

在家门口就可上“好学校”，
“教育公平”日益成真

2013年，我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
推进教育公平。在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近3
亿元的支持下， 我省有关部门克服重重困
难，将卫星数字教育资源接收系统，安装到
了全省3482个偏僻的、 没有网络连接的教
学点， 实现了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的全覆
盖，使偏僻农村的孩子享有了和城市孩子一
样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

合格学校建设硕果累累。 截至2013年
底，我省已建成合格学校7590所，有力推进
了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均衡，基本实现
家门口就可上“好学校”。长沙市雨花区、长

沙县等我省首批16个县市区教育均衡接受
“国检”，全部获得通过。这表明我省城乡教
育均衡迈入全国前列。

各级政府依法加大对义务教育的经费
投入，并作为教育经费支出的重点领域予以
优先保障。2013年全省投入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经费60.11亿元， 其中安
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36.01亿
元； 对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共投入中央
和省级补助资金8.1亿元；中央和省级财政共
投入7.2亿余元，为全省628.12万农村(含县镇)
中小学生及城市特困家庭学生， 免费发放国
家、地方课程教科书和部分辅助学习资料，并
严格落实了国家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
学生免费提供新华字典的惠民政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不断增强，
确保了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以创业带动就业，城镇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多增

2013年，我省城镇就业、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稳定多增，援助纯农户大学毕业生就
业取得良好社会评价。坚持稳增长与扩大就
业相结合，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鼓励
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

措施。
2013年，大学毕业生遭遇“就业最困难

年”。 为应对这一困难， 省政府坚持创业富
民，努力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大力发展就
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微
型企业。完善创业激励政策，建设了一批创
业孵化基地和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为确保纯农户家庭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就业动态清零，省政府还出台了8项举措，即
对小微型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给予培训
费、社会保险金补贴，对开展校园招聘活动
的企业实行专项补贴，对在湘属于城乡低保
家庭、孤儿、残疾人的毕业生，给予求职补贴
等等。

省人社厅也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劳动
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若
干措施》， 促进大学生和劳动者就业。2013
年就业稳定多增， 新增城镇就业超过75万
人，同比多增加3万人左右。

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贵”一直是百姓心中的痛。2013
年，我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
破解“看病难”和“看病贵”。作为全国16个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株洲市积极探索
新的医药卫生体制。从2012年12月开始，茶
陵县、炎陵县等8个试点县市所属26家县级
医院（县级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
相继启动实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茶陵所有
医院药品除中药外全部取消加成，实行药品
零差率。通过一年的改革探索，各试点县市
改革初步达到预期目标。

试点的成果， 增添了有关部门的信心。
株洲市决定从2014年年初开始， 在全市公
立医院全面实施取消“以药补医”改革，药品
实行零加成销售，逐步破除公立医院长期以
来“以药补医”的机制。

新农合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乡镇卫生院
住院费用起付线外全报销机制全面启动。同
时，还开展了按人头、按病种、按床日、总额
预付等支付方式改革。这样，农民看病不但
能报销，且报销方式越来越简单、方便，大大
提升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新农合参合率稳
定在95%以上。

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顺利推进。全科
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卫生队伍建设规划、“万
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乡村医生本土
化人才培养计划等措施的强力推进，增强了
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使农民“小
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日益成为现实。

不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老有所养”获重大进展

2013年12月17日， 花垣县长乐乡敬老
院20多位老人特别开心。在寒冬到来之际，
他们每人都领到了5套量身定做的御寒衣
服。花垣县共有18所敬老院和1所社会福利
院，275名符合条件的五保老人被安置入院
集中供养。为确保五保老人温暖过冬，9月以
来， 该县民政部门筹资近50万元为所有集
中供养老人每人添置新衣。

有统计表明， 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
目前已达1033万， 约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
的1/17， 比全国提前3年进入老龄社会。此
外，老年人的空巢比例较高，目前全省城乡
老年家庭空巢率达到55%，比全国的51%高
出4个百分点。

为了实现“老有所养”，我省统筹推进覆
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加
大了老年服务机构的建设。2013年9月，在
中央专项公益金资助下， 我省又启动了
1900多个农村幸福院建设， 目前全省已启
动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的县（市、区）达65个。
为预防和减少家庭赡养纠纷，全省还开展了
《家庭赡养协议书》的签订，目前全省有80%
以上的农村老人家庭签订了该协议书。

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和城乡社会救助体
系。2013年，我省相继在常德、郴州和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启动实施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试点， 个人年度最高报销额度可达30
万元。这意味着今后这些市州城乡居民除了
城镇医保、新农合外，在就医方面又多了一
重保障。与此同时，我省还启动了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试行长期居住地领取养
老金的制度，今后在我省境内居住、参加我
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且已办理退休手续的
人员，如回原籍居住或随子女居住，可办理
养老金发放关系转移手续，在其长期居住地
领取养老金。

2013年我省社会保障有力，大病保险试
点稳妥实施，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步
调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惠及城乡426万人。

年度盘点

民生暖风拂三湘
———湖南2013之社会建设篇

39家湘企
印尼“淘金”

钢铁制品和工程机械等受欢迎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陆林）今天举行的“走进印度尼西亚投资贸
易推介会”传出消息，湖南在印尼投资企业
已达39家。2013年1至11月， 湖南省与印尼
实现双边贸易4.6亿美元，同比增长1.3%。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加快，东盟
成为湖南对外投资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对
外投资的首选地。 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
印尼是湖南在东盟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目
的地和外资来源地之一, 湖南的钢铁制品、
烟花爆竹和工程机械在印尼市场很受欢迎。

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徐湘平介绍，印尼也
是湘企开展海外投资较早进入的市场，自
2003年第一家湖南企业赴印尼投资至今，
湖南在印尼投资企业已达39家。投资领域主
要涉及矿产开发、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电
器制造等。其中，三一重工在印尼爪哇省以
西的卡拉旺投资2亿美元兴建三一印尼产业
园，成为第一家在印尼制造业领域进行大型
投资的中国企业。

今年，我省将积极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 力争开通长沙-广西-越南国际
货运班列和黄花机场至东盟的国际客货运
航线，打造对接东盟的新通道；积极促成东
盟与我省的永州市互设办事处；加快建设好
我省在东盟国家的境外工业园，鼓励更多优
势企业赴东盟国家投资。

走进印度尼西亚投资贸易推介会由印
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省商务厅、长沙县政
府、长沙市贸促会联合主办。来自全省的70
多家外贸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致公党湖南省委
召开五届三次全会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叶玉泉）1月11日至12日， 中国致公党湖南
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
议在长沙召开。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胡旭晟
作工作报告。

会议学习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了致公党十四届
二中全会精神， 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工作报
告，听取了致公党湖南省委领导班子及成员
的述职报告并进行民主测评，对致公党湖南
省委班子后备干部人选进行了民主推荐。

2013年，致公党湖南省委不断完善参政
议政机制，在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交
提案7件， 全部被列为省政协重点督办提案；
向致公党中央提交《关于湘、珠、赣三江源头
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提案》，被致公党中央作
为全国政协大会集体提案， 得到环保部的重
视。社会服务实现新突破。1年来，全省各级组
织和个人以“致公助学”平台的名义捐助资金
400余万元，资助贫困学生700余人。致公党
湖南省委还整合“侨”、“海”资源，向海外洪门
组织和爱心人士先后募集30余万元， 开创海
外资金支持武陵山区“同心温暖工程” 的先
例。经过探索，致公党湖南省委先后开创了企
业助学、侨海助学、支部助学、社会助学、党员
个人资源助学5种助学模式，成为全省统战系
统社会服务工作新品牌。

胡旭晟指出，新的一年，致公党湖南省
委将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全
面加强自身建设， 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为
我省改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余额宝也有资金风险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互联网

金融扑面而来，余额宝、比特币的话题引发
各界热议，尤其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一度飙
升到6%以上，备受市场追捧。今天召开的首
届湖南省投资理财市场年会上，与会专家认
为，互联网金融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风险
各不相同， 余额宝作为货币基金的一种，不
能说完全没有资金风险。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投资理财学会主办，
围绕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2014年宏观经
济形势预测、中小企业投融资等话题展开探
讨。 湖南律邦融安公司运营总监匡衡称，互
联网金融包括金融网销、 第三方支付、P2P
借贷、虚拟货币等不同业态，其中余额宝自
推出以来取得巨大成功。截至去年底，余额
宝客户数达到4303万人，规模1853亿元。有
的专家则表示， 余额宝作为货币基金的一
种，不可能没有风险。像货币基金这样的定
息收益产品，在目前是有发展空间的。可一
旦刺激经济要降息，这类定息收益产品的收
益难免下滑，就不再会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本报记者 冒蕞
通讯员 隆清泉 童容芝

1月6日下午， 新邵县大新乡三门滩村
村民雷荣华正在自家承包地里一锄一锄地
挖着凼子， 准备把从邵阳市筱溪库区玫瑰
花农民专业合作社免费领到的玫瑰花苗移
栽进来。见到前来采访的记者，老雷擦擦汗
说：“可莫小看了这些花苗子， 靠它们我们
人均每年能多挣个3万来块钱呢！”

当记者问起“冬天的气温这么低 ，玫
瑰花会不会成活”时，老雷摆摆手解释说，
这些都是合作社免费提供的成苗， 冬天可
以在室外种植。

种了3年的玫瑰花，老雷俨然成了“专
家”：“我种的是药用玫瑰， 玫瑰花1年熟1
季， 可以收3年， 头两年1亩能出个150至
200公斤玫瑰花， 到了第3年就进入盛产
期，1亩能出个250至300公斤。”

“按照这几年的市场行情来看，今年每
公斤玫瑰至少能卖14块钱。”盘算着今年的

“收成”， 老雷自豪地说，“我们村一共种了
1000多亩花， 每亩毛收入有2000多块钱，
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有3万多块，这比以前
种植红薯、包谷这些粮食，收益翻了几番。”

挖完了脚边的几口凼子， 老雷便聊起
自己怎么开始种玫瑰花的。原来，2010年，
新邵县在大新乡搞起了特色产业连片开
发，引导农户种植玫瑰花，不仅免费提供玫
瑰花苗和技术指导， 还鼓励大家加入专业
合作社， 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玫瑰花加工成
玫瑰精油、玫瑰花茶等产品销售。

当时，不少村民在观望。老雷和村里另
外5个“胆大的”村民一起，筹钱的筹钱、出

地的出地，种了几十亩玫瑰。这一种没想到
收益还不错，“一年下来每人挣了几万块。”

尝到了甜头，劲头就更足了。去年，老
雷发动村里60多户村民一起成立了玫瑰花
种植分社，种了278亩玫瑰花。今年元旦节
前夕，他又领着村民们扩种了600多亩玫瑰
花，还准备在春节前再扩种300亩。

老雷告诉记者，三门滩村是筱溪库区移民
村，人多地少，村民大都在外打工，“村里空荡
荡的，只剩老人和小孩”。现如今，回来村里种
玫瑰花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人气旺了起来。

“等到夏天花开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
红彤彤的玫瑰，可好看了！欢迎你们到这里
来体验‘农家乐’。”说起村里的变化，老雷
的脸上泛起比玫瑰花还灿烂的笑容。

通讯员 雷振华 本报记者 柳德新

“喂，农业银行吗？我爸爸在县人民医院住院，不
能来银行办理业务，你们可以上门服务吗？”

“好的，您和您父亲安心等候，我们马上赶到。”1
月8日上午， 农行双牌支行营业部主任唐晓春接到电
话，就与同事一道驱车赶往双牌县人民医院。来到69
岁老人蒋启茂的病房，唐晓春就向老人的儿子蒋先宏
递上事先备好的《社保卡特殊情况委托书》，5分钟不
到就替老人办好了委托挂失取款手续。

就在前不久的1月2日，零陵区邮亭圩镇木斗塘村
82岁高龄老人唐天文也是急需用钱不能来柜台办理，
零陵支行营业部主任伍润莲一行驱车近1个小时，赶
到老人家中，为他办妥委托挂失换卡取钱手续。

这样现场上门办理业务，为身患残疾或危急重病
等特殊群体客户提供“暖心服务”的场景，在农行永州

分行不知上演过多少回了。就在这之前，农行江永支
行客户部派人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潇浦镇江河村7组
双腿残疾的王细苟家中，为他办妥了社保卡挂失换卡
委托代理手续。

自2013年以来，农行永州分行针对行动不便的各
类特殊群体客户， 推出了极富人文关怀的“暖心服
务”。据不完全统计，享受“暖心服务”的特殊群体客户
已达550多人。

“我们通过开展制定制度、强化责任，限时上门、
强化纪律，充分准备、强化服务的‘暖心服务’专项活
动，狠抓特殊群体客户的服务落实，想方设法做到人
员保障、交通工具保障、服务时间保障，确保第一时间
为他们现场办理委托代理手续。” 农行永州分行负责
人说。

为做好“暖心服务”，农行永州分行还规范了委托
业务的办理流程，向社会公布了服务热线电话。

“雪中送炭”急“暖心服务”忙

玫瑰芬芳致富梦
一线快递

农民工在道县工业城晶石电子厂紧张工作。 目前， 道县在家乡实现再就业的农民工已有近1万名。
（资料照片） 何红福 摄

水利招投标管理听证
16名听证代表建言献策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李凯

王琳）近日,省水利厅举行《湖南省水利工程招
标投标管理实施办法》听证会。16名听证代表就
如何规范我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等踊跃建言献策。

2008年5月印发的《湖南省水利工程施工
及材料设备招标投标细则》 在2013年5月已经
到期。当前，我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还存在市场
主体单位出借、挂靠资质投标、围标串标，排斥
潜在投标人、招投标社会成本高，施工现场合同
履约率低等问题。 这些问题反映出招投标制度
还不够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够健全，监管方
式还要创新。听证会上，李立文、周晓信、唐洪
斌、罗恩华等16名听证代表逐一发言。省水利厅
副厅长许向东表示，省水利厅将认真归纳梳理、
吸收采纳合理意见，以便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
完善的管理实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