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时期
儋州财政共投入民生 192.76亿元

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82.74%

2015年，儋州市财政投入民生49.03亿元

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86%
2016年，儋州市投入民生56.44亿元

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90.7%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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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

西岸观察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

绿油油的桑叶迎风舞动，掩映着
新建的房屋。今天上午，儋州市王五
镇优泮村贫困户羊壮莲与丈夫在桑园
劳作，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政府除补贴5万元帮
忙改造危房，还扶持我们种桑养蚕、养
猪养牛，有了固定收入来源，现在我们
供孩子上大学没有经济压力了。”

近年来，像羊壮莲这样，在政府扶
持下脱贫致富的贫困户不在少数。

儋州市扶贫办主任陈益清说，
2016 年儋州全市共投入扶贫资金
6.99亿元，帮助6748户贫困村民改造

危房，并实施特色产业项目，种植项目
有蜜柚、花卉、辣木、肾茶、广藿香、桑
葚、南药等，养殖项目有家畜、家禽、蜜
蜂、竹狸、蛇等。这些产业，使全市
17088人脱贫致富。2017年，儋州计
划帮2.9万名贫困群众摘“穷帽”，除了
直接投入2.24亿元扶贫专项资金，还
预算53.12亿元民生资金，将对贫困群
众产生多方面的带动和辐射效应。

与产业扶持等“硬件”同步推进
的，是强化“软件”建设，并将二者有机
结合。

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要以办
好民生实事为切入点，以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以增加人
民群众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
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在发展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方

面，儋州既有大视野，又有大投入。
近年来，儋州多次成功举办“两节

两赛”，即“东坡文化节”“海南（儋州）
雪茄文化旅游节”与国际象棋特级大
师超霸战大赛、国际马拉松赛；引进了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与儋州市第一中
学合作办学；该市与海南大学热带农
林学院共建，为儋州发展特色高效农
业提供持续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2016年，儋州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投
入达15.52亿元。

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儋州
持续加大投入，为人民群众系上“保险
带”。

2016年，儋州投入社会保障资金
7.54亿元，6.54万名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2.66 万名城乡低保户补贴，
8341名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及4030

名重度残疾人生活困难补贴，均及时
足额发放；并提高企业养老金月平均
水平、城乡居民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
保财政补助标准。今年初，儋州还拿
出21.8万元财政资金，为4363名贫困
老人购买了意外险。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人居环境
不断改善。

为优化人居环境，2016年1月，
儋州银河公园、云月湖公园、大桥公
园、南茶公园、儋州森林公园、滨海公
园等6大项目同时开工，总投资9.7亿
元。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满足市民休
闲、运动等需求。同时，儋州还开展了
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打击违法
建筑等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效果
明显。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监测报
告显示：2017年1月至4月，儋州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
民生投入逐年加大，成为儋州财

力的重要取向。
据儋州市政府统计，“十二五”时

期，儋州财政共投入民生 192.76 亿
元，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
82.74%。2015年，儋州市财政投入
民生49.03亿元，占全市地方公共财
政支出的86%；2016年，儋州市投入
民生56.44亿元，占全市地方公共财
政支出的90.7%，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14.7个百分点。

对此，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表示，儋
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全面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那大5月24日电）

以办好民生实事为切入点，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儋州民生财政:为百姓花钱毫不吝啬

洋浦建成万人应急避难所
共10个应急棚宿区，并设置系列生活设施

本报洋浦5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贾霖 刘毅诚）绿树掩映的公园，其实是躲避地震
等重大灾害的避难所。记者从洋浦开发区相关
部门获悉，洋浦滨海公园地震应急避难所近日投
入运行，可同时容纳1.3万余人，并建成系列生活
设施。

据了解，占地面积170余亩的洋浦滨海公园
地震应急避难所，共设立10个应急棚宿区，并配备
隐蔽式应急厕所、应急垃圾中转站、应急消防灭火
器、应急饮水处和变压器及柴油发电机组等设施。

与此同时，洋浦滨海公园地震应急避难所可
发挥双重功能。平时，该场所可用于满足市民群
众休闲、娱乐、健身的需求；地震、火灾、爆炸、洪水
等重大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则可用于应急疏散、集
中安置。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秉
承平灾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的原则，洋浦滨
海公园地震应急避难所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将有
效提升洋浦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东方“一张审批网”全覆盖
村民不出村即可办生育证等12个事项

本报八所5月24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符才丽）“村里有了代办点，办事方便多了。”日前，
东方市天安乡安都村设在村委会的便民代办点，
村民陈亚翁拿着刚办好的户口迁移手续，脸上挂
着满意的笑容。

据了解，2014年东方市启动“一张审批网”延
伸至村（社区）工作，构建市级、乡镇、村级三级便
民服务体系。截至目前，“一张审批网”已覆盖该
市193个村（社区），实现100%全覆盖。

每个行政村（社区）一个代办点、一名代办员、
一台电脑、一个电话、一个制度、一本台账“六个
一”形成一套办事体系。村民不用出村，就能办理
生育证、流动人口证明、贫困证明等12个事项，这
是东方市推进“一张审批网”向基层延伸所带来的
便利。

“仅2017年全乡村级代办点就为民办事972
件。”天安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天安乡地处偏
远山区，不少村庄到乡政府距离较远，村级代办员
用电脑帮村民上网录入信息，农忙时节甚至帮忙
跑腿“领证”，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科员文承华介绍，“一张
审批网”审批环节简化，每个项目审批环节最多不
超过4个，同时在系统内“痕迹”审批，可查询、可
追溯，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截至5月初，全市

“一张审批网”已覆盖48个单位10个乡镇193个
行政村（社区），覆盖率100%。

恒大联合以色列企业
在儋州建农业小镇
计划投资150亿元，努力形成全产业链

本报那大5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肖宜欣）儋州农村迎来又一个发展契机。记者从
近期举行的恒大（儋州）现代农业小镇建设研讨会
获悉，恒大集团联合以色列相关企业，将在儋州打
造具有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现代农业特色小镇。

据了解，恒大（儋州）现代农业小镇项目，5
年内计划投资150亿元。建设内容为：国际现
代农业高新技术展示区、现代农业生产示范
区、休闲观光农业区、农产品加工物流区、国际
现代农业交流合作平台及生态田园居住区的
综合开发。

儋州部分地区气候干旱。对此，与恒大携手
实施儋州现代特色农业小镇项目的外企——以
色列瑞沃乐斯公司、以色列泰和公司，尤其引进
先进灌溉设备和技术，推动生产、生态、生活的再
造升级。

恒大（儋州）现代农业小镇项目负责人张峰表
示，该项目是产业融合、功能融合、城乡融合、人与
自然融合等要素构建的共同体，探索农用地集约
化生产和经营权改革，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助
力儋州脱贫攻坚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儋州廉政教育基地开馆
用身边正反案例教育全市党员干部

本报那大5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珂）今天，又一批儋州党员干部赴该市雅星镇廉
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不少干部感慨，身边正反
典型的鲜明对比，让人心灵震撼，进一步增强了廉
洁奉公、拒腐防变的意识。据了解，自5月12日
儋州廉政教育基地开馆以来，全市党员干部分期
分批赴该基地参观学习。

据了解，儋州廉政教育基地包括儋州廉政示
范教育展和纪律审查案例警示教育展。儋州廉政
教育基地的正面典型，专设了“牛开成同志先进事
迹展”。牛开成扎根基层长达24年因积劳成疾，经
抢救无效，于2013年10月24日去世。在与病魔
抗争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工作，用生命和热血诠注
了基层干部勤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儋州廉政教育
基地的负面典型，以图文展出了近年来该市34个
党员违法违纪案例。

儋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廉政教育
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反面案
例警示和正面典型引路的效应，推动全市“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严格按照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争
做合格党员。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隆 莫修平

高个子，语速快，风风火火，这是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儋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门诊部护士长苏秀乾给人的第
一印象。

从业10年来，她先后在急诊科、
儿科、门诊部从事护理工作，既保持着
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又充满着对患
者的贴心关爱。

时光回溯到2009年1月的一天，
海南西线高速发生了一起惨烈车祸。
一辆汽车的车头被撞得严重变形，司
机被巨大惯性抛出来吊在半空中，伤
情十分严重。

苏秀乾与医生接到任务后，迅速
前往车祸现场。她手脚并用，爬上了
车头给受伤者止血。医生在抢救过程
中，她一手抓住车门，一手举着输液
瓶，顾不得擦掉脸上的汗水。

5分钟、10分钟、20分钟……随
着医护人员跑赢“死神”，受伤者终于
脱离生命危险。此时，苏秀乾才意识
到她的双手酸痛得不听使唤，脸上的
汗水淌下去浸湿了干燥的地面。

苏秀乾不但成为“输液架”，还是
“会说话的担架”。

那是2011年12月的一天，苏秀
乾与同事去儋州市那大镇老城区一栋
6层旧楼房接诊。当时，该家庭只有
两个人：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脑血管
破裂，旁边是一个不谙世事的6岁孙
女。苏秀乾与同事来到现场，对病人
进行初步抢救后，还要进一步到医院

急诊科救治。然而，那栋旧楼房没有
电梯，且楼道狭窄，担架根本无法施
展。

病人随时有生命危险，时间刻不
容缓！苏秀乾毫不犹豫蹲下身子，小
心翼翼地将老大爷背着，一步一个脚
印地下楼梯。

终于到达地面，当把老大爷扶上
救护车时，苏秀乾顾不得休息，又急忙
对患者进行初步抢救。

由于送治及时，老大爷转危为
安。提及苏秀乾把他从6楼背下来抢
救，他激动地说：“她比我儿女还要贴
心！”

2016年春节期间，那大镇茶山村
一位老人来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治
疗。但是出院时，老人的家属没有及
时来接，苏秀乾主动将老人送回茶山
村的家，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上

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苏秀乾只

是微笑着说：“看到病人康复出院，是
我最高兴的事！”

热情接送病人，细致入微地服务，
在苏秀乾和熟悉她的人看来，已经习以
为常。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她还是
一个刚柔相济的人。2011年11月的
一天，那大城区某酒店给医院打来电话
称，一个男子饮酒过度，需要救治。

当苏秀乾与一位医生赶到该酒店
要对饮酒过度的男子进行治疗时，那
男子突然一拳打向个头较小的医生。

说时迟，那时快，苏秀乾没有闪
躲，而是快速上前挡住医生，伸手拨开
醉汉的拳头。此后，“女汉子”的外号
不胫而走。

“这些都很正常啊，我以前在上学
时，体育就是我的长项之一，还多次在

体育竞赛中获奖。”苏秀乾爽朗地笑
道。

出生于1985年的“体育健将”苏
秀乾，在工作中很细心，在生活中充满
爱心。

平时注重学习的苏秀乾，2012年
担任护士长以来，在工作中坚持科学
管理，针对门急诊工作繁忙、压力大、
护理资源不足的状况，她制定推行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减少
了医疗隐患，避免了纠纷。此外，她多
次参加义诊、献血等公益活动，曾荣膺

“国家公民无偿献血铜奖”。
苏秀乾说：“护士工作三班倒，我

经常值夜班，没有时间照管家庭，但家
人在背后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在感到
愧疚和感谢的同时，增添了今后更加
努力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本报那大5月24日电）

■ 易宗平

“十二五”时期，儋州财政投入民
生比例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
八成以上；2016 年更是高达九成，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 14.7 个百分点。逐
年递增的民生投入，让老百姓确确实

实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看似枯燥
数据的背后，是以民生取向引领区域
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生动实践。

民生取向契合共享发展的理念。
儋州民生投入的领域包括产业扶贫、
教育和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保障、生
态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这不仅惠及
儋州本地居民，更是成为儋州吸收社
会投资、吸引外地人购房旅游的重要

基础。
民生取向有利于凝聚各界力量。

改善民生，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和
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民生
取向才能得民心，才能凝聚各界共谋
发展的正能量。2016 年1 月，儋州银
河公园等六大公园项目同时开工，计
划总投资 9.7 亿元，建成后可满足市
民休闲、运动等需求……一系列基
础设施的建设，正是出于改善民生

的本意，才换来了群众的支持、力量
的凝聚。

民生取向引领区域可持续发展。
2016 年，儋州经济总量居全省第三，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居全省第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省第二，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居全省第
一。市域经济整体向好，关键在于投
资“亿元级”的系列大项目带动。而儋
州不少大项目，注重做成产业综合体，

有效延伸产业链，提供了大量就业机
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群众在家门
口打工挣钱，安居乐业。这种互利共
赢，加快了儋州建设西部区域中心城
市的步伐。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这
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谪居儋州时的快
意之句。如今，儋州产业扶贫、项目实
施等注重民生取向，为儋州的发展蓄
积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以民生取向引领可持续发展

行业榜样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门诊部护士长苏秀乾，被誉为“输液架”和“会说话的担架”

“病人康复出院是我最高兴的事”

西岸快讯

儋州黄冈实验学校
建设收尾

计划今秋投入使用

5月24日，儋州黄冈实验学校
建设收尾，正在进行校园内地面硬
化、绿化施工，计划今年秋季正式投
入使用。

据介绍，该学校是经省教育厅
和儋州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集
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十二年一
贯制寄宿制民办学校。学校规划用
地200亩，总投资3亿元。设计办
学规模为4000个学位、100个教
学班。现有66名教师已到位，组建
的教师队伍是以湖北教师为主体，
以黄冈教师为核心，还在全国多省
市选拔优秀青年教师上岗施教。目
前，该校已有400多名学生报名入
校。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