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昌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项目共计补助 3318 人，补助资金
为 99.54 万元； 农村高危孕产妇
救助项目共计救助 23人，救助资
金为 22444元

■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
目任务分别为 5000人和 1200人

■屯昌县共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
案 172350 人，建档率 83.06%；城
镇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档案
39156人，建档率 78.31%

■屯昌县累计建立预防接种证人
数为 4624人（含流动儿童），单
苗常规接种率达到 99.95％，八
苗全程接种率达到 100.00％

■屯昌县共建立 0-6岁儿童健康
档案管理人数 56925977 人，接受
1次以上访视的新生儿人数 3828
人， 进行 0-6岁儿童健康管理人
数 30431人（其中 0-3 岁儿童人
数 14441 人，3-6 岁儿童人数
15673人）

现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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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策，实事。

实策。 改善民生，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屯昌以民生福祉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一件件实策构建着百

姓的幸福支点。

实事。 建保障房被列为全县“一号工程”，大笔投入村卫生室，培训引导农民工就业，公交车进村，推进路网建设，

件件实事都造福老百姓。实
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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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投入巨资改善民生,群众安居乐业

实事见实惠 变化暖人心
生活在屯昌的人们有个明显的

感受，这几年住房改善了，县城路好
走了， 公交进村， 乡村卫生室变多
了，群众就业更加便捷。 屯昌加大对
民生的投入， 使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换来了群众一张张笑脸。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王 先 通讯员 邓积钊

建乡镇幼儿园 打造高效课堂

农村娃家门口享好教育

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3 年以来，屯昌县不断加大对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力度，改善教学环境，还邀请全国教育专家到县为教育把脉，打
造高效课堂，通过组合拳谋划教育全方位发展。

民生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 践 范 例 年 度 报 告 屯昌

2013年 10 件实事
件件落到实处

屯昌县委、 县政府确定 2013 年为
民办十件实事,全部完成,件件落到实处。

动员全县干部联村入户 “结对帮
扶”，实现全年5000人脱贫的目标。

完成城镇保障性住房 1188 套；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 1100 户；完成库
区移民危房改造 36 户；完善保障
性住房分配和管理制度。

从 2013 年 7 月起，逐步提高新农
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城市低保、农村五保户
供养的保障标准。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5600 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万人。

新增常年蔬菜基地 610亩；新建平
价商店 1 家， 新建平价专区 2 个，
升级改造新兴镇农贸市场。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启动新兴镇供水
工程项目建设。

新建乡镇公办幼儿园 3所，新增幼儿
园学位 1420个； 免除所有中职在校
学生学费；建设屯昌中学学生公寓楼；
建设屯昌思源实验学校二期工程。

发放 50 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
和 100 万元以下农民专业合作社
贷款 1.53 亿元； 发放符合贴息条
件的 10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和
100 万元以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贷
款 6100 万元；对全省农民小额贷
款按不低于 5%的贴息率给予财
政贴息。 扩大农业保险补助范围，
实施 2 万亩橡胶树、6.7 万亩水
稻、3500 头能繁母猪、2 万头育肥
猪、27.7 万亩森林、800 亩香蕉、
80亩大棚瓜菜等 7 个农业保险财
政补贴险种。

动工建设改造 2 座危桥和漫水桥，
硬化农村自然村公路 22 公里；开
工建设 69.12 公里县道砂土路，建
成通车 30公里。

建设 3家基层卫生院基础设施及医
疗污水处理池，配备基本医疗设备。

完成 320 亩县级公墓项目征地工
作，年内完成建设县级公墓 50亩。

（洪辑）

10分钟办好
婚育证明

———屯昌南吕镇
社会服务中心见闻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邓积钊

“现在办理婚育证明便利多
了。 ”6月 5日，屯昌县南吕镇里
佳村林先育老人给孙子办理流动
人口婚育证明， 来到南吕镇社会
服务中心才用了 10 分钟， 就顺
利拿到了相关证明。

在南吕镇社会服务中心，这里
有国土、民政、计生服务等多个窗
口，一应俱全。 每个窗口至少有一
名工作人员在服务。在计生服务窗
口，南吕镇干部符祥见到前来办事
的村民，热情迎上来，除了详细了
解需要办理的证件内容外，还拿出
表格给办事人员填写，当场能办结
的，立即给村民办理。

据介绍，去年开始，屯昌县开
始在各乡镇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或
代办点， 推行便民服务免费代办
制度， 方便群众就地就近在乡镇
办理各种事项，涉及事项有计生、
户口、医疗等 20 多项。 同时，在
行政村和自然村设立便民服务
站，通过信息系统的网络，把服务
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在
各乡镇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或代办
点， 可解决群众在公共服务和行
政审批方面就近办理的需求，真
正实现便民服务的零距离和无缝
覆盖。同时，今年屯昌还将在各个
村庄设立代办点， 组织代办人员
对前来办事的市民群众进行跟踪
和服务， 真正把政务工作服务到
千家万户。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标准化学校建设加速

教学环境要上台阶，离不开投入。
6 月 9 日， 记者来到屯昌县红旗中

学，只见一栋连体教学楼挺拔矗立，学生
正在崭新的教室里上课。

为了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2011 年
屯昌县政府投入 1500 万元建起这栋高 6
层的连体教学楼，共有 70 间教室，新教室
的投入使用，缓解了教室不足，还为学校
建设功能室提供了便利。

据了解，近年来，屯昌县政府已先后
投入 3000万元不断完善红旗中学校舍建
设，不断改善教学环境。

县教育局局长方冠弟介绍，去年全县
共投入资金 3.09 亿元， 建设项目 37 个，
建筑面积 11.03万平方米。 其中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计划投入 4198 万元， 建设中
小学校舍 1.69万平方米。

建起 12所高标准幼儿园

幼儿教育要均衡发展，离不开高标准

幼儿园。
记者日前来到枫木镇中心幼儿园，只

见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上课。 幼儿园园
长韩秋告诉记者，2013年 3月幼儿园投入
使用以来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目前幼儿园
已有 130多名学生，而且学生逐年增加。

为保证全县学前教育的健康有序
发展， 从 2011 年起， 屯昌县政府投入
7455 万元， 在 8 个乡镇各建设一所新
幼儿园。

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部门
除了加大对幼儿园的建设外，近年来还公

开招聘幼儿园教师以及工作人员，解决幼
师不足问题。

此外，屯昌还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年
审力度，组织有关人员对具有办学许可证
的 39 所民办幼儿园进行了年审， 认定优
秀的民办幼儿园 5 所，合格的民办幼儿园
30 所，同意正式举办的民办幼儿园 2 所，
同意筹办的民办幼儿园 3所。

高效课堂提高教学水平

教学水平要提高，离不开改革。
去年， 根据屯昌教育存在的问题，冯

恩洪、 万玉霞等 10 名专家与屯昌中学开
展“分层教学”。 开展高效课堂初显成效，
屯昌中学去年高考 700 分以上 13 人，突
破历史新高。 开展高效课堂高中英语分层
教学科研后，其高考英语学科 600 分以上
由 2012 年的 47 人上升到去年的 102
人。 开展高效课堂除了学生取得好成绩
外，教师教学水平也不断提高，一年来，共
13 位教师获得全国各类课堂教学评选活
动一等奖。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王先
通讯员 邓积钊

居者有其屋———兴建保障房

“感谢政府，否则我住不上新房。 ”6
月 8 日中午，在屯昌县科学小区经济适用
房 E 栋 401 房， 屯昌房管局干部周辉星
在家看电视，满脸幸福。

周辉星 2002 年左右开始在政府部
门工作， 因单位没有房改， 只能租房住。
每天上班看到崭新的商品房，周辉星总会
驻足观看，他多希望能早日拥有一套崭新
的房子。

2010 年以来， 屯昌加大保障性住房
建设力度，周辉星们终于买得起新房。 他
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一套保障房，经过公示
和公开选房后， 他支付了 4 万元首付，申
请了 10 万元的住房贷款, 顺利地拿到这
套 90平方米的新房。

屯昌县把保障性住房建设列为全县的
“一号民生工程”。 建设过程中，采取“集
中”和“分散”两种方式。“集中”建设由政

府无偿划拨土地、 规划部门统一规划的方
式建设。“分散”建设主要由机关事业、企
业单位利用本单位现存国有存量土地开发
建设经济适用房。

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局长王丁
林介绍，2013年,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住
房 946 套，建成 1368 套，分配入住 2049
套。 近年来， 先后投入近 20 亿元建起
11604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全县绝大多数
干部职工住房难。

小病不出村———建设卫生室

6 月 8 日， 在南吕镇大罗村卫生室
里，50 岁的大罗村民符琼花来看病，乡村
医生英丁樊给她看了病，并开了药。 符琼
花告诉记者， 自从村里有了卫生室后，小
病不用出村就能治好了。

记者注意到， 村民除了看病方便外，
还能报销合作医疗费。 近年来，为了解决
农村群众看病难，屯昌先后投入资金，建设
起 87家卫生室，这些卫生室全部实施了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 为保证在村卫生室执业
的乡村医生合理收入不降低， 屯昌按乡村
人口数每人每年 5元的标准对村卫生室进
行补助。 每千名服务人口配备 1名乡村医
生。

屯昌投入 162.9 万元为全县每所村
卫生室配备 1 部健康益体机，共配备 100
部。同时，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指导各乡
村医生如何使用益体机的血压器、 血糖
仪、血氧仪、心电仪,开展慢病管理，以及

如何把资料上传到大型医疗数据库里，让
每个受检人的健康状况都能一目了然。

提升就业率———培训农民工

6 月 9 日，在屯城镇一工地里，坡心
镇居民邱名雄正忙着绑钢筋，因为参加了
建筑培训后，掌握了绑钢筋、砌墙等技术，
被一家建筑施工单位录用， 每月有 3000
多元收入。

屯昌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培
训，2013年专门安排了 1000 万元用于农
民工等培训。 经过对用工市场进行调研
后，县就业局发现汽车维修、电工、建筑工
等工种的需求量比较大， 按需培训农民
工，先后开设了汽车培训、维修电工、摩托
车修理、计算机维修、美容师、割胶工、建
筑工、水电工等工种培训。

去年，屯昌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28 期，
培训了农村劳动力 4779 人， 创业培训
122人， 参加培训的农民劳动力大多找到了
工作。

除了按需培训农民工外，屯昌还采取
依托本县资源开设就业岗以及引导农民
工岛外就业。 去年，伴随着中部家居建材
城、农博城等大型市场的投入营业和试营
业， 该县积极引导农民工到这些市场打
工。县就业部门依托驻广州劳务输出办事
处， 加强与广东等发达地区用工衔接，帮
助大批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实现了异地转
移就业，去年，该县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就
业劳动力 10143人。

改善出行条件———公交开进村

“一年不回来了，屯昌公交都已进村
了。”6月 7日上午，在海口工作的周山峰
回到屯城镇，就感受到新的变化。

据了解，屯昌进一步完善县城基础
设施建设，去年投资 4.1 亿元建设加乐
潭旅游度假区主干道、 环西路中段、东
风路路网、高速路红岗互通至新兴镇连
接线等道路工程。 投资 2.8 亿元建设 5
条县道砂土路 69.12 公里。 赞新路等城
区道路及乌坡镇路网前期工作加紧推
进。 如今的县城已有昌盛北路、环东二
路北段等超过 20 条道路竣工并投入使
用， 极大地改善了屯城镇的交通条件，
同时在屯城镇初步形成“五纵十五横”
的道路格局。

据屯昌县交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屯
昌县委、县政府从 2013年起，实行国家法
定节假日城乡居民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公
益性活动，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所有公交线
路免费运行。除了春节假期法定的 3天节
假日免费外，元旦、清明节、端午节等其他
国家颁布的法定节假日及本地传统节日
军坡节，全年节假日共计12天全部执行
公交车免费乘坐惠民措施。

屯昌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家东说，屯
昌虽是省级贫困县，但为了让更多农民、
市民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好处，在
民生的投入上一点都不含糊。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村民喝上了干净水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日前， 记者来到屯昌县坡心镇高坡
村村民陈有君家里， 他热情地端出刚烧
好的开水：“这是用干净的自来水烧的，
可以放心喝。 ”

记者了解到， 自从政府实施饮水工
程后，村民喝上了干净水，加上及时为村
民解决了拦水坝问题， 解决了村民灌溉
问题，如今村民灌溉自如。陈有君告诉记
者，政府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让百姓感受
到了实在的好处。 据了解，去年，屯昌县
投资 2465 万元建设雨水岭供水工程和
15 宗单村供水工程，继续新建扩建雷公
滩、良坡等 5 座水厂，受益人口达 2.48
万人。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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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辑）

放学后， 南吕镇大罗小学的
孩子们正在回家。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屯昌保障房吉安小区。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屯昌红旗中学。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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