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财政助推高质量发展之一

2019年湖南财政的“民生账本”

民生板块主要支出情况速读

完善医保政策

●全省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水平达到每人每年520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69元/年

●专项投入2亿元在贫困县实施补充医疗救助

健康民生项目

对全省700对计划生育失独、伤残可
再生育家庭提供免费助孕服务

为40万名孕产妇实施免费产前筛查

对100万名农村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妇
女开展“两癌”免费检查

救治救助1.1万名农民工尘肺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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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特殊困难人群利益

●连续2年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

●提高全省农村低保指导标准和救助水平

●提高城市低保指导标准和救助水平

积极支持稳就业
●2019 年，筹集就业资金 28.9 亿元，支持从失

业保险基金中筹集 28 亿元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

推动养老事业稳步发展

●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五连调”

确保养老金发放

企业养老保险中央补助和省级补助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央和省级补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央和省级补助

建立出台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公办和民办普惠全覆盖，补助标准每生每年500元。

化解义务教育大班额
计划2018-2020年筹措奖补资金45亿元，已安排近30亿元。

建设100所芙蓉学校
预计投入奖补资金22.5亿元，已拨付9.5亿元，建成24所。

加大乡村教师保障力度
2019年投入补助资金7.4亿元，扩面提高农村基层教育人才津贴。

省财政每年投入约2亿元，为贫困地区定向培养优秀教师。

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完善高中教育投入支持机制
2019年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共6.06亿元。

每年约3亿元支持贫困县薄弱高中改善办学条件。

落实职业教育改革扩招要求
高职：

2019年承接4.8万人扩招任务，省财政给予生均拨款倾斜。

中职：

2017年起实施贫困县农村中职攻坚计划，累计投入3.3亿元。

2019年安排现代职业教育能力提升计划以及高职院校“双一流”

建设、基建补短板等资金23.5亿元。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整合设立“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2019年扩大到16.3亿元。

2018年起每年安排10亿元，支持高校实施基建补短板项目等。

落实贫困学生资助政策
2019年全年投入各类学生资助资金142亿元，约908万学生获得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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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
能力提升资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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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怎么花——
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障

重点民生

道县绍基学校教师唐小妹说起这
几年的变化深有感触：2012年之前，学
校办学条件艰苦，连食堂都没有，全校
师生1000多人挤在一个铁皮搭成的大
棚子里用餐。近几年来，在各级财政支
持下，学校不仅新建了三层楼高的食
堂，还修建了教师公寓、学生宿舍、综合
楼，铺上了沥青路，完善了绿化，装上了
路灯。校园环境更美了，教师待遇提高
了，年轻老师“引得进、留得住”，孩子们
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

这是民生改善的一个缩影，在教
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处处是财
政对民生的大力支持和充分保障。

教育是民之所盼。为了“让每一个
孩子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财政发力积
极推动芙蓉学校建设，扩面提高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建立出台学前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拨款制度……

面对“大班额”这个我省教育曾经
最突出的问题，省财政已累计安排奖补
资金近30亿元，消除大班额3.75万个，
其中超大班额已全部消除，大班额比例
由2017年底的22.4%降至5.1%。

医疗是民生短板。为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这个老大难问题，省财政保
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持续深入推进医
改，支持实现健康保障有政策看病、有
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的“三有”目标。

2019 年，全省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水平提高至每人每年520元，各级财政
补助达到296亿元，同时省财政安排城
乡医疗救助资金 18.1 亿元，将高血压、
糖尿病等 43个病种按规定纳入医保基
金支付，大病患者住院报销比例在基本
医保的基础上普遍提高了 10-15 个百
分点，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救治实际报销
比例达到 87.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 69 元，全省
共投入 47 亿元，为全省居民免费提供
了妇幼保健、预防接种等服务。

养老是民生热点。社会“未富先
老”，如何保障“老有所养”？省财政出
实招、用巧力，提高养老人均待遇、推进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提升农村养

老服务能力和水平。
2019 年，全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达到每人每月103元；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五连调”，企业退休
人员人均调整 131 元/月，目前人均养
老金调至 2499 元/月，比 2005 年增加
1929元，增长338%。

一笔笔财政支出，回应着民生关
切；一个个财政数据，彰显着民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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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的民生指向，
省财政着力解决最基本、最迫切的民生
问题，织牢织密民生保障安全网。

为困难群众“兜底”。全省农村低
保标准 2019 年连续两次提高到每年
3700 元，救助水平从每月 170 元提高
到每月 197元；城市低保指导标准从每
月 430元提高到每月 500元，救助水平
从每月 320元提高到每月 340元，惠及
城乡低保对象185.5万人。

让重点群体得到更多关爱。财政
安排 4000 万元救治救助 1.1 万名农民
工尘肺病患者，安排 5150 万元对 100
万名农村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开
展“两癌”免费检查，安排 4000 万元为
40万名孕产妇实施免费产前筛查。关
注退役军人，全年下达退役安置、优抚

优待等中央及省级资金78.1亿元，支持
落实部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政策，设立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特殊困难援
助资金。

住有所居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方
面。2019 年，共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
14.64 亿元，提前一年完成贫困户等现
有四类对象危房改造任务，湖南农村危
改真抓实干，受到国务院表彰。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社会的
“稳定器”。省财政2019年筹集就业资
金28.9亿元，支持从失业保险基金中筹
集 28 亿元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统
筹抓好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就业。

从财政支出的“账本”来看，2019
年的民生答卷暖意融融：涉及民生的支
出 5644.4 亿元；中央和省级投入我省
就业、养老、医改、社会救助、残疾人事
业、农村危房改造、社会优抚等项目资
金 1074 亿元，其中省级 182.7 亿元，比
上年增长12.4%。

在财政的有力支持下，一波波惠民
红包接踵而至、一个个民生项目相继落
地、一项项民生改革持续推进……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为“幸福新湖
南”留下了更甜蜜的注脚！

钱从哪来——
多方聚财科学理财，撬动

社会资金投入

过去一年，全省集中财力保障改善
民生，刚性支出只增不减。中央部署更
大规模减税降费在湖南不折不扣落实，
导致财政阶段性“短收”，用于保障改善
民生的资金一直趋紧。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年头
到年尾，省财政多方聚财科学理财，“开
源”与“节流”并举，政府大力投入与撬
动社会资金结合，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保持适当支出强度，服务大局保民生。

“开源”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缓
解减收增支压力。增加特定国有金融
机构和国企的上缴利润；一律收回长期

沉淀资金；争取中央增加对地方的均衡
性转移支付。2019 年来，湖南全面清
理财政存量资金，多渠道盘活存量资金
资产，政府性基金超过当年收入20%以
上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节流”方面，财政当好“铁公鸡”，
兜住“硬底线”。2019 年，省委省政府
出台《关于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加
大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的通知》，提出
严控出国、会议、培训、调研考察等经
费，精简节约节庆晚会论坛赛事等 10
条措施，并按照10%的比例压减扣回部
门一般性支出，把“攒下”的钱用在急用
的地方，确保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平衡地区财力，财政尽心尽力。为
平衡地区民生支出压力，我省于 2019
年初在全国第一批启动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试点改革。省政府决定
从 7 月 1 日起，实行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统管，以解决全省范围内基金缺口结构
性矛盾，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实
现基金安全可持续，增强制度抵御风险
的能力。此项改革得到了财政部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湖南省级统筹政策
在全国出台最早、最全、最好，引来江
西、江苏、湖北、浙江、河北等兄弟省份
交流“取经”。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提升财政引领
能力。要解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
的民生需求,仅靠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
的。省财政在加大民生投入的同时，还
通过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到民
生领域。

过去一年，湖南消除体制机制障
碍，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落实民办机构奖补政策，
推进政府购买民办机构养老服务，加快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大力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消除县
级福利机构空白县，新建一批中心敬老
院，提质改造陈旧设施，提升服务质量，
推进社会化、专业化、连锁化运营。

财政贴息贷款，撬动金融资本进入
民生领域，更是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
良好效益。省财政支持湖南省农业信
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采取财政贴息、
政策担保，公司改组两年多，累计撬动
95 亿元担保贷款，助力产业扶贫和美
丽乡村建设。

监管发力，绩效提升。加大投入
的同时，省财政创新民生政策落实和
资金监管机制，确保每项政策落到实
处，每笔资金都用到“刀刃”上。完善

“互联网＋监督”平台，加快“湖南电子
财政”建设，确保每笔民生投入充分发
挥效益，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聚财理财为民谋福
加力提效建设小康

王 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过去一年，湖南财政保障民生
亮点频闪：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制度出台，全省共安排经费2.69

亿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
现“十五连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达到每人每月 103 元；省财政安
排城乡医疗救助资金18.1亿元，将
高血压、糖尿病等43个病种按规定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全省农村低保
指导标准提高到每年3700元……

养老、医保、创业就业、脱贫攻
坚、污染防治攻坚，每一项重大民生
政策惠及百姓的背后，都彰显出湖
南财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保基本、兜底线、建机制、解难
题，持续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

翻开过去一年的财政“账本”，民生
支出占到七成份额。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空前的背景下，2019年湖南
财政保民生的力度只增不减，以政
府过“紧日子”换来老百姓过“好日
子”。

养老金标准提高，助力“老有所养”。 资料图片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为贫困县学生提

供营养膳食补助。 童 迪 摄

我省建立了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制度 ，覆盖公办和民办普惠幼儿

园。 资料图片

由 财
政 买 单 ，为
100 万 名 农 村
适龄和城镇低保
适龄妇女免费进
行“两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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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民生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的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