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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习习暖万家和风习习暖万家
————来自株洲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五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五张 咪 齐新明 谭 龙 罗育红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近年来，株洲市以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为重
点，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学位、床
位、车位、蹲位、车位、梯
位”等问题入手，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交上了一份
沉甸甸的民生答卷：

公立医院改革后，城
乡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优质高效医疗服务，改革
成效连续两年被国务院办
公厅通报表扬；创造“厕所
革命”的株洲样本，成功入
选“中国之治的实践样本
——2020国家治理创新经
验典型案例”；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有效破解居民“上
楼下楼的烦恼”……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
办好各项民生实事，让全
市人民充分共享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方面发展成就，成为近年
来株洲市民生工作的主旋
律。

“我们特别珍惜现在来之不
易的读书机会。”11月10日，8岁的
杨美晴和 9 岁的杨雪琴在敞亮的
教室里开心地读着书。她们是一
对亲姐妹，现在分别就读于株洲市
茶陵县下东街道桥边小学二年级、
三年级。

姐妹俩从小与年迈多病的爷
爷奶奶相依为命，生活极其困难，
随时面临辍学。幸亏学校及时为
她们申请特困供养补助、萤火虫公
益助学金、馨欣公益助学金，并免
除了全部学杂费、教材费、伙食费，
才确保她们能安心上学。

这是该市多措并举深入推进
教育扶贫工作的缩影。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
寄托城乡家庭对美好生活期盼的
民生工程。无论是在偏远山村还
是繁华都市，孩子们幸福的笑脸、
老百姓真切的获得感，都是教育改
革发展成就最直观、最生动的体
现。

今年是株洲义务教育招生改
革的复议之年。打开成绩单，使人
眼前一亮：城区 35357 名义务教育
新入学学生，100%实现免试入学；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超员实现了
100%摇号，城区有 5152 人到民办
学校入学就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但要
让每一个学生有学上，更要上好
学。株洲市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城
乡一体化发展，全力化解城区“大
班额”难题，让学生在家门口就能
有好学校读。2013 至 2019 年，该
市共投入 25 亿元，新建改扩建义
务教育学校 102 所，新增学位 6.8
万余个。截至今年 9 月，全市义务
教育和普通高中大班额已全面清
零，有效缓解了“城镇挤”的问题。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高质量的教育来源于高质量的教
师队伍。株洲市不断加强公费定
向师范生培养，拓宽乡村教师补充
渠道。2016 年以来，定向培养免
费师范生近 2000 名，毕业生全部
回乡任教。从 2015 年起，实施教
师素质提升“十百千万”工程，通过
培养培训，送教下乡，网络研修，为
乡村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教师，有
效解决“农村弱”的问题。

与此同时，该市还大力推进基
础教育集团化办学，以集团化办学
形式扩大和延伸优质教育资源。
目前，该市天元区、芦淞区、荷塘
区、攸县集团化办学已经覆盖区域
内所有相对薄弱学校。天元区白
鹤教育集团旗下的栗雨小学、尚格
小学、新马小学全面移植白鹤小学
的管理经验和课堂教学模式后，学
生家长十分满意；芦淞区白关镇双
牌小学与何家坳小学实行“深度融
合”集团化办学，办学水平显著提
升，吸引大批学生回流。

近年来，为配合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株洲市不断强化贫困学生资
助、控辍保学、教育均衡等工作，构
建起“政府主导、学校为主、社会参
与”的全社会助学格局，逐步形成
了以“免、奖、助、补、贷”为主要内
容的资助体系，实现了从学前教育
到高等教育全覆盖、各级各类公办
民办全日制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全覆盖。近 3 年来，全市
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3 万多
人次，发放资助金4.3亿余元。

社会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网、社会的稳
定器，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社会保
障覆盖率则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本指标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株洲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把加强社会保
障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全覆盖、
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按照
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基本要求，以社
会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为兜底，积极完善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制度，全力推进建设
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株洲在全省率先开展社会保险诚信
等级评定，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实现了
从城镇到农村、从企业职工到全社会各类
人员、从就业群体到全体居民的拓展，基
本实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

截至 2020年 10月底，该市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 294.52 万人，其中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102.94 万人，较 2012 年增加
38.75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78.92 万
人，较2012年增加12.5万人；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 12.66万人，参保率 100%；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55.43 万人、42.4 万人，较 2012 年分别增
加8.65万人、23.58万人。

为确保养老金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株洲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十六连
涨 ”，全 市 月 人 均 养 老 金 从 2012 年 的
1407.7元提高到2313元；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持续提高，从制度
实施时的每月55元增长到103元-118元。

此外，株洲还不断完善失业、工伤保
险制度。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标准大幅度提高。城区失业保险金发
放标准从2012年每月816元提高到1530
元。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株洲市积极探索、稳步推进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基本医保和生育
保险市级统筹，基本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基
本医疗保障体系。

今年 3 月初,家住醴陵市李畋镇的李
师傅因慢阻肺在湖南师大附属湘东医院
治疗,住院半个月共产生医疗费用 1.2 万
余元。最终,经过城乡居民医疗报销,以及
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医疗救助、医
院减免、政府兜底补助等,他自己只花费
1500余元。

为确保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
保障权益，株洲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整合，将职
工医保参保范围外的人员，全部纳入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保障范围。同时，全面实施
大病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推进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
医疗救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的“六位
一体”健康扶贫模式，落实医保扶贫政策。

从“有保障”逐步走向“全覆盖”，正一
步一步变成现实。

近日，醴陵市白兔潭中心卫生院血
液净化中心。34 岁的贫困户易达优安
静地躺在床上，边做透析边闭目养神，几
名医护人员来回穿梭，不时查看血透机
上的各项指标。在易达优的旁边，19 台
血透机也正在有序运转。

易达优来自醴陵市李畋镇凤形村，
2011 年患上尿毒症，每周至少要做 2 次
透析。过去，一直是到醴陵市区医院进
行透析，常年舟车劳顿，让他感到十分疲
惫。现在，透析机到了乡镇，他只需步行

十几分钟到卫生院，原来的难题迎刃而
解。

早在 2015 年 4 月，白兔潭中心卫生
院就投入 220 万元，在全市乡镇卫生院
中率先开设血液净化中心。目前，泗汾
中心卫生院血液净化中心也在标准化建
设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株洲市紧紧围绕
“资源得优化、医院得发展、群众得实惠、
政府得民心”的总体目标，以建设“健康
株洲”为抓手，坚持三医联动，创新体制
机制建设，持续推进医疗改革，推进乡村
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居民健康指标不
断提高。

2016年，株洲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分级诊疗试点城市，2017年被确定为全
国首批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
该市按照“大联小、城联乡、公联私、同类
联”原则，全力探索构建专科联盟、紧密

型医共体等多种模式的医联体。目前，
全市组建各类医联体共 69个，涉及医疗
机构264家。

2020年，株洲市辖区内基层医疗卫
生 机 构 门 诊 量 占 全 市 门 诊 总 量 的
50.37%，在全省排名第二；县域内就诊
率 从 改 革 前 的 75% 上 升 到 现 在 的
93.94%，形成了“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
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

为解决药品耗材价格虚高、医疗成
本偏高等问题。株洲出台《株洲市医药
集中带量采购及相关配套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以医药集中带量采购改革为突破
口，确立“市为平台、量价挂钩、统一付
款、集中配送”等改革举措，打造全省领
先、全国一流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株洲
模式”。

截至目前，全市已落地集中带量采
购药品共计 173 个品规，综合降幅达到
50%以上，共为老百姓减轻耗材负担
1200万余元。

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得好
病，株洲不断强化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遴选出疾病谱较宽、市外就诊率较高、医
保资金市外流失量较大、带动和辐射能
力较强的重点专科作为财政专项扶持建
设的重点专科，每年安排1000万元给予
扶持。

如今，株洲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从
2012 年的 2 个增加到现在的 9 个，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从 2012 年的 5 个增加到
现在的 37 个，市外转诊率低于 5%。基
本实现“看得了病”到“看得好病”的转
变，全市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常住人
口寿命提高到78.88岁。

在株洲，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总能看
到一座命名为“建宁驿站”的漂亮房子，
旁边注明着“公厕”二字。

厕所是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
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近年
来，株洲市委市政府以“厕所革命”为切
入点，通过在城区高标准建设“建宁驿
站”，积极探索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为推
进厕所革命，株洲通过强化“新建公厕、
改造公厕、动员沿街各单位对外开放”三
位一体的举措，在两年时间里，新建“建
宁驿站”200座、改造公厕200座、开放社
会公厕200座。

今天的建宁驿站，已经成为株洲市
城市文明的一个鲜明注脚。

在这里，市民不仅可以享受干净的
如厕环境，还可以喝茶、阅读、休息。“把
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味
道’的地方。”一位外地人这样带着赞美
调侃株洲厕所。

“停车难”与就学难、看病难、养老
难、如厕难一样，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
新“城市病”，也是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
和热点。

为逐步破解“停车难”问题，提升市
民幸福感。2018年至2019年，株洲共投
入 6140 万元专项资金，进行“停车难”治
理。其主要内容是利用空坪隙地、城市
边角增设车位，借助老旧小区提质改造
加强停车泊位配套建设，大力建设立体
机械式停车场提高空间使用率。2018至
2020年，市区共增加停车泊位17236个。

民生连着民心。近年来，株洲市每
年都有新的“民生一百”工程。

为城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新建和
改造天然气管网；新建改建城市供水管
网；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为农村改造危
房；农村安全饮水检测……

民生工程的持续实施，使今天的株
洲处处充溢着幸福的味道。随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一幅幅更加
温馨幸福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从“上学难”到“上好学”
——教育资源配置持续优化

从“有保障”到“全覆盖”
——社会保障持续改善提升

从“看得了病”到“看得好病”
——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从“一位难求”到“需有所供”
——城市公共服务持续升温

神农湖美景。神农湖是近

几年株洲一项较大的民生工程，

风景秀丽，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喜

爱去处。

美丽乡村，带动乡村旅游热。

老年人得到悉心照料。

市民在瓷

器口耍龙灯。

陈彦婉 摄

炎陵黄桃喜获丰收。 张咪 摄
医护人员赴社区义诊。

供市民休闲的“火车头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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