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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投资千亿
加速棚改计划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记者李
佳飞）棚改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
展工程，更是关系百姓福祉的民生工
程。记者日前从海口市政府获悉，未
来3年，海口将推出“棚改一千亿”投
资计划，启动50余个棚改项目。

“十二五”期间，海口市按照国务
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先后启
动了新海村等14个棚改项目，总共涉
及2.45万户，惠及9.46万人。

随着城中村脏乱老旧民居逐渐被
拆，海口越来越多高层楼房和大型商
业中心，“更精更美”省会中心城市的
形象日新月异。

为了实现“棚改促城市建设、棚改
惠民生”，全面推进并加快完成这项关
乎海口市民生活的重点项目，海口市
政府拟实施“三年棚改计划”，在
2016-2018年间陆续启动50余个棚
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规模
超过1000亿元，涉及改造土地面积
2.7万亩，改造后可提供优质可出让土
地资源约1.6万亩，为引入产业开发提
供了土地资源保障；这批棚户区改造
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超过300
亿元，其中公共服务设施70亿元，综
合管廊投资80亿元，市政道路投资
150亿元。

在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招商
推介会上，海口市政府还与意向投资
开发企业洽谈签约。截至目前，已经
有7家中央企业、5家国内100强房地
产企业、6家国内及海南本土房地产
企业计划参与本次海口市的棚户区改
造工作，并就参与海口“三年棚改计
划”达成30余份合作意向。

“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海口要增

投入、补短板、兜底线、

织密网，切实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

共享更多发展成果，提

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

记孙新阳表示。

翻开“十二五”期间

海口市的民生账本，一

串串数据颇暖人心：

2011年，海口民生

支出74.1亿元，同比增

长25.9%，占全市地方一

般预算支出的74.3%；

2012 年，海口民生

支出79.51亿元，同比增

长16.2%；

2013 年，海口民生

支出 90.5 亿元，同比增

长13.5%；

2014年，海口民生

支出102.5亿元，同比增

长15.3%；

2015 年，海口民生

支出128.4亿元，同比增

长13.1%……

这些暖心的数字背

后，是一项项实实在在

的举措，真金白银的投

入，改善着这座城市的

人居环境，提升着百姓

的幸福指数。

海口逐年加大民生投入，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民生账本提升幸福指数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教育医疗环境明显改善

2015年12月25日，位于海口市西
海岸的海南省肿瘤医院正式开业，国内
知名医疗专家联合出诊，百余名患者当
天预约诊疗，干净整洁的就诊环境和专
业周到的服务让就诊患者及家属感觉
无比贴心。

“改善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
目标，也是政府一切工作的初衷和归
宿。建立健全符合市情、覆盖城乡、可
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是要着力
解决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的重大民生问题。”海口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近年来，海口坚持“小财政
办大民生”的理念，不断提升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方面，
除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疗综合大楼、
海口市中医院搬迁扩建工程、海口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紧急救援中心、
旅游医疗服务保障中心、省肿瘤医院
等重点项目相继完成并投入使用外，
各级医疗机构也已全部推行先看病后
付费诊疗模式，镇级医院全面推行“限
费医疗”改革，新农合由过去的一般保
障向质量保障转变，基本解决群众“看
病难”的问题。

教育环境的改善更是令人瞩目。
据海口市教育局局长厉春介绍，近年
来，为缓解海口城市学位紧张的难题，
海口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学校等，缓解学
位紧张的压力，逐年降低城区学校班
额，减少学校班数，恢复被挤占的功能
室和实验室等，逐步达到国家规定的
标准。

去年秋季，港湾小学、西湖实验学
校、玉沙学校3所公办学校完成建设投
入使用，有效缓解了龙华小学、滨海小
学、海口市第十一小等龙华老城区学校
的招生压力。根据规划，海口还将加快
推进“10+2”项目的落地和建设，即在
大英山片区和滨江新城新建2所学校，
同时对琼山一小、琼山五小、琼山九小、

海瑞学校、海口市第三十一小、二十八
小、灵山中心小学等10所学校进行改
扩建，调整教育布局，增加学位供给。

海口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
2015 年一年，海口全市教育支出达
33.7亿元，同比增长26.7%，着力改善
办学条件，为全市20.8万名义务教育阶
段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课本费，为8.6
万余名农村学生提供营养补贴，为1.8
万名农村寄宿生提供生活补贴等。

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旧貌换新颜

天蓝海蓝、空气清新的椰城，一直
是无数旅游度假者向往的胜地。然而
曾经，海口因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
城市功能配套跟不上城市发展，让这
座城市的形象和风貌在人们心中打了
折扣。

为改善城市面貌，2010年底，海口
市委、市政府决定将道路贯通建设与交
通综合整治相结合，作为“十二五”的重
点工作。随后，海口从“5路4桥”开始，
克服资金难题、拆迁难题和各种相互纠
葛的利益关系，按照不超概算、不超工
期、不要出现质量事故、不要出现安全
责任事故、不要出现群体性上访、不倒
干部的“六个不”要求，充分考虑市民的
利益，先补偿安置、后搬迁，不强制拆
迁，提出征收标准区域与区域之间平
衡、项目与项目之间平衡、拆迁房屋补
偿之间和安置房之间平衡“三个平衡”，
打通了城区32条断头路，一举攻破了
困扰城市建设多年的难题。

路通了，城市卫生环境还需进一步
改善。2015年，海口正式启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继续加大
民生投入，加快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
推进。

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南渡
江引水工程、地下管廊等项目相继开工
建设，海秀快速路一期工程建设全线提
速，南渡江土地整治工程顺利推进，旧
城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和“三园合一”
等景观提升工程加快推进；美兰区建成
全市首个以街道为中心的市容管理视

频监控中心；启动灵山、新海村、博义盐
灶等14个连片棚改项目，同步配套完
善市民活动空间、停车场等公共设施
……

与此同时，海口还投入4亿元资金
用于老旧城区小街小巷的改造，从整治

“脏乱差”入手，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治
理、道路交通秩序治理、日常市容市貌
治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共安全秩
序治理、城乡公共卫生治理“六大治
理”，并决定用3年时间完成产业项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棚户区改造3个

“千亿元”投资工程。
“要借‘双创’理一理民生账本，把

新的民生事项要求与年初计划的民生
事项结合起来，用‘双创’推进民生。”海
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倪强表示。

如今，走进椰城可见：坑坑洼洼的
泥石土路，铺上了青石地砖；电动车乱
窜、拥堵不堪的十字路口，在交警和志
愿者的疏导下变得井然有序；污水横
流、垃圾遍地的马路市场，变身整洁的
休闲公园；斑驳涂鸦的墙壁，粉刷成了
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字图画的
文化长廊……整洁一新的城市环境，赢
得了无数市民、游客由衷的赞叹。

“从没见过海口如此干净”“这才是
旅游城市的样子”……市民和观光游客
的交口称赞出现在日前出炉的海口市

“双创”模拟入户调查结果上：海口“双
创”工作群众满意率为89.94%，各区群
众满意率均在85%以上。

广开就业渠道鼓励创新
让百姓安居乐业

美丽海口，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为
进一步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提升居民群
众的生活幸福指数，近年来，海口还下
大力气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工作，加强对
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积极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安居乐业的情景是最和
谐动人的镜头。

每天上午7时许，海口国贸金洲路
港食在线茶餐厅老板娘黄少娟就开始
忙乎起来。看着她热情地招呼客人落
座，接听电话，交待店员往附近的写字

楼送餐，谁也想不到几年前她还是一名
下岗女工。

黄少娟是海口秀英区长流人，曾在
一家内衣厂工作了8年。下岗后，她没
有消沉，一方面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寻
找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她积极参加
政府为想创业的市民提供的免费培训
课程。2012年初，她创办的茶餐厅开
业不久，政府批给她的5万元创业小额
贷款就到位了。这笔钱缓解了她的餐
馆流动资金的压力。她感激地说：“钱
虽不多，却是雪中送炭啊。”

还有流动摊贩许国盛的故事。几
年前，许国盛和妻子住在港西小区破
旧的小平房里，家有一儿一女上学，还
有年迈的老母亲，妻子严兰春在港西
小区里当环卫工，每月有1050元的收
入。为补贴家用，许国盛在港西小区
里摆起了流动的串串摊，一卖就是21
年。海口启动“双创”后，为规范管理，
同时帮助许国盛一样的流动摊贩解决
生计问题，有关部门按照疏堵结合的
原则，进行了合理安置。如今，许国盛
在港丰市场内有了固定摊位，从此可
以合法地经营。

2015年，海口还积极构建和完善
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公共财政

“保基本、兜底线、保公平”的作用，积极
落实省级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基本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康复政
策，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2015年初，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
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打造经
济发展新引擎。基于对优势条件和相
关政策的深入调研，骑楼老街众创社区
的首个众创空间业已建成。由于骑楼
老街与海南大学相距仅两三公里，一方
面，海大的教学科研力量便于为众创社
区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街区也可
吸纳海大师生兼职甚至直接创业。

目前，海大艺术学院在老街文创企
业“老船长”设立了师生工作室，海大学
生创业典型马昕彤把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遵谭古法红糖引进中山路开
设体验店 ，电商与线下销售相结合，取
得较好业绩。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海口处处鲜花迎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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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造后的海甸溪北岸西溪里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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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支出
74.1亿元
同比增长
25.9%

支出
79.51亿元
同比增长
16.2%

支出
90.5亿元
同比增长
13.5%

支出
102.5亿元
同比增长
15.3%

支出
128.4亿元
同比增长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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