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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10月29日，当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光彩小学内书声琅琅。

“上个月底抱安村到光彩小学的公交
车正式开通，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特别方
便。”光彩小学教师陈红玲说，自从公交车
开通后，学生迟到现象几乎没有了。

抱安村位于崇山峻岭间，距三亚市区
约80公里，与乐东保国农场毗邻，是三亚
最偏远山村。“过去，有的孩子上学是家长
骑摩托车接送，一到下雨天，坡陡路滑，非
常不安全。”陈红玲说。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抱安村村民出行
难，三亚多部门不仅组织维修村里的公
路，还从交通工具上进行支持。如今，村
里通了公交，学生、老人乘车还能享受相
关优惠。

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2017年，三
亚出台了《三亚市幸福民生行动计划
（2017-2021年）》（以下简称《计划》），明确
了实施教育提升工程、“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等十大工程，多举措提升民生福祉。

针对城乡交通建设方面，《计划》提
出，三亚要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实现出
门500米即可乘坐公共交通，5分钟内实
现换乘，解决社区内最后三公里无公交车
到达的问题；实施农村自然村“村村通公
交”工程，实现农村居民单次出行可到所
在区中心，一次换乘可到中心城区。

三亚最偏远村庄抱安村开通公交，结
束村民出行难，是三亚加快实施“村村通
公交”工程的有力印证。

若不是亲身体验，来自浙江嘉兴的游
客徐依蕾难以相信，三亚的公交车还能走街
串巷。蓝绿色的车身、长得像面包车，其实
却是公交车。去年11月开始，三亚市民出
行又多一种交通工具——“微公交”。

“中英文播报站点、视频监控、扫码支
付车费……‘微公交’虽小，功能却很齐
全。”贺正华介绍，这种微型公交车能自由
穿行于普通公交车无法进入的背街小巷，
串联起社区与公交站点，将区域内分散的
客流积聚到换乘枢纽，既方便市民出行，
还能缓解交通拥堵。目前，三亚共开通7
条“微公交”线路，投放28辆车。

关键时刻，走街串巷的微公交还成了
急救车。去年12月，三亚市民李武突发
脑梗昏倒家中，其老伴一时之间找不到车
上医院。微4路公交车司机刘景涛及时
将老人送到医院救治，老人转危为安。

在三亚，从城里到农村，越来越便捷
的交通，拉近了地域间的时空距离，更提
升了群众的生活质量。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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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着力解决“看病难”“学位紧”“出行不便”等百姓关注热点

“十大工程”绘出民生幸福画卷

10月28日，夜幕降临，三亚鹿回
头滨河公园一片热闹景象。望着璀璨
的城市夜景，年近八旬的市民容开宏偶
尔会想起几十年前的三亚，感慨万千，

“一个港口、一条解放路、一条红旗街，
路上有一个电影院，一个菜市场，这就
是老一辈人记忆中的三亚。”

城市发展，民生为本。2017年，
《三亚市幸福民生行动计划（2017-
2021年）》（以下简称《计划》）正式发
布，三亚通过“十大工程”、40项细化内
容，直击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全方位构筑民生保障体系。

“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一吨水才
1.65元，便宜又卫生。”在三亚天涯区桶

井村村民符光明看来，结束“看天吃水”
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三亚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积极探索农村饮水工程，让村
民能“喝上水”“喝好水”。在农村饮水价
格上，三亚实行政府定价和同城同价，并
按照一定比例补贴，减轻百姓负担。目
前，三亚近40%的自然村通了自来水，
2020年底将实现全市农村供水全覆盖。

对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抱安村八
旬老人蒋光辉而言，最大的变化之一就
是村里开通了公交，进城方便了。不仅
如此，三亚交通部门还推出乘坐公交车
微信支付功能，出行更加便捷。近年
来，三亚不断优化路网交通，着力打造

“公交都市”，计划到2020年，在三亚市

区出门500米内就有公交站，5分钟内
即可换乘。

大力实施城乡安居工程，力推棚改
安居，是三亚为民办的另一件实事。

家住三亚同心家园一期小区的市
民李少梅说，自己有道不尽的感谢。
2008年，三亚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
一期项目民生工程暨同心家园工程正
式开工建设，李少梅一家符合条件，终
于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和李少梅一样，三亚已经有上万户
家庭搬进了保障性住房。截至去年底，
三亚共落实各类保障性住房项目44
个，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3.77万
余套，已经完成3.03万余套房源分配。

如何以棚改为抓手，让利于民？三
亚通过优化产业格局，改善人居环境，
并规划建设棚改安置住房、引导村民转
产转业等举措推进和谐拆迁。2018年
三亚将推进38个安置区建设，计划完
成棚户区5510户任务。

“棚改是三亚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
抓手，要盘活低效存量土地，以国际水
准规划项目与产业，提升城市形象品
位，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为百姓谋
求切实福利。”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回望几十年的变迁，三亚始终把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
首位，一大批惠民举措相继落地，获得
感、幸福感在三亚百姓间传递。

无论是在城市还
是乡村，老百姓过日子
最关注啥？无非教育、
医疗、就业、养老、住
房、交通、菜价……每
个词的背后，都折射出
沉甸甸的“民生”二字。

近年来，人大附中
三亚学校、北大附中三
亚学校、上海外国语大
学附属三亚中学等知
名学校相继落地，三亚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又
上新台阶；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分院建成开诊，
北大口腔医院、国康医
院等知名医院加快建
设，百姓“看病难”得到
缓解；路网不断优化升
级，三亚最偏远村庄开
通公交，建设“公交都
市”迈出一大步；三亚
文体中心项目有序推
进，公共服务设施日渐
完善……

一项项便民举措
相继落地，一个个惠民
工程加速推进，三亚民
生改革成果惠及百
姓。民生幸福，成为三
亚这座城市最温暖的
底色。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2017年，三亚接待过夜游客1831
万人次，是1987年的130.8倍；旅游总
收入 406.2 亿元，是 1988 年的 606.3
倍。一组数据，振奋人心，折射出三亚
的快速成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与此同时，由于起步晚、历史欠账
多等因素，民生需求也呈现多方面多
层次的特点。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
存在底子差、人才少、区域发展不均
衡等问题，与百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极不相称。教育与医疗这两块
民生短板，也成为了近年来三亚重点
发力的对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针对近年
来，教学用地、设施等教育“硬件”不
足，人才、管理等教育软件也缺乏保
障，制约着三亚教育发展的现状，《计

划》明确，把教育提升工程摆在幸福民
生计划十大工程的首位，在2021年
前，计划新建公办幼儿园35所，新建、
扩建中小学校23所，新增学位3万余
个，缓解三亚“入学难”等教育问题。

三亚还借鉴北京、上海等地的成
功经验，于去年设立三亚教育基金会，
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助力三亚教育事
业发展。截至目前，三亚教育基金会
募集资金总额超 1.75 亿元。今年 8
月，三亚百余名高考优秀生、贫困学子
收到了三亚教育基金会发放的奖励。

教育发展，教师是关键。为引进
来和留得住优质教师资源，三亚做了
不少有益尝试。落实“好校长、好教
师”培养工程，花真金白银向全国引进
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今年10月，三

亚发布《2018年三亚市引进“银发精
英”教育人才工作实施方案》，在住房、
工资等方面给以优惠，引进“银发精英”
教育人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
医疗资源，也是三亚的目标之一。

三亚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三亚现有医疗卫生机构222家，
其中有18家综合医院、8家专科医院
和3家中西医医院，医疗资源相对集
中在市区。“三级医院承担大量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基层医疗服务
资源缺乏，居民就诊不便。”三亚市卫
计委规划信息与科技教育科科长黄博
介绍。

对此，三亚出台《三亚市医疗卫生
服务设施布点规划》，大手笔、大力度

推进建设发展。计划至2020年，构建
“15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和“30分钟
乡村健康服务圈”，规划综合医院19
家、中医医院4家，专科医院21家，以
及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卫生院35
家，使三亚每千名常住人口床位数配
置标准由目前的4.75张增为7.5张。

推进医疗健康扶贫工作，推行
“先看病、后付费”模式、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调整公立医院医疗服
务价格2204项，每年可减轻患者负
担近 800 万元；启动“国奶扶贫工
程”，贫困家庭婴幼儿每月可免费获
1罐奶粉，直到孩子年满3周岁……
近来，一系列务实举措相继实施的
背后，洋溢的是三亚百姓一张张幸
福的笑脸。

走进三亚乐天城农贸市场，跃入
眼帘的是不同颜色：绿色范围代表是
蔬菜区，蓝色范围则是海（水）产品区，
红色范围是肉食区。“农贸市场没有改
造升级前污水横流，偶尔还散发出阵
阵恶臭。”摊主何爱花说，改造升级后
在里面工作就是一种享受，“卖了那么
多年的菜，还是现在最舒服！”

既干净卫生又便利居民的农贸市
场，是三亚文明城市创建的一个缩影。

开通网格APP建立沟通协调机
制，社区内设置便民服务点，城管进市
场、进小区全面监管……随着三亚深

入推进“创文巩卫”，城市“颜值”越来
越高，惠民“里子”越来越实。

10月28日清晨，三亚鹿回头滨河
公园内，草树丰茂，空气清新，不少市
民在此晨练，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好。

家住三亚市南边海路附近的居民
张爱霞是鹿回头滨河公园的常客，说
起这个公园，忍不住连连称赞。一年
前的荒地蜕变成美丽公园，还串联起
了游艇码头、滨海河道、城市街景等，
鹿回头滨河公园成了市民游客休闲漫
步的好去处。

近年来，三亚大力实施“生态修

复、城市修补”，坚持环境优先、绿色发
展，多举措呵护城乡环境，为市民营造
舒心、宜居的环境。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弱有
所扶，人民幸福是三亚各项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2015年，三亚为民生支出89.9亿
元，增长18.4%；2016年，三亚为民生
支出90.3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71.8%；2017年，三亚投入民
生支出100.2亿元，占全市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77.1%。一年更比一年

厚的民生账本，体现出三亚浓浓的民
生关怀，多项民生改革的成果惠及三
亚市民，不断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指数。

2017年，三亚城镇、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3638元
和 14570 元，是 1987 年的 37.5 倍和
32.8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亚的步伐越来越坚定。蓦然回首，
三亚正以实干运笔，绘制“山好水好人
好”的幸福民生画卷。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发展惠民 | 提升百姓获得感

补齐短板 | 增强百姓幸福感

推新举措 | 让城市宜居宜游

9月26日，三亚最偏远的村庄抱安村开通至育才光彩小学的公交线路。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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