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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如果不是
你们，我不会恢复得这
么快。”近日，定安县雷
鸣镇 76 岁的许老伯专
门来到定安县人民医
院，感谢他的主治医生
团队。今年10月28日，
他因摔伤致左股骨颈骨
折来到定安县人民医
院，该院外二科团队于
10 月 31 日为他成功实
施了微创髋关节置换术
（DAMIS）。当天下午进
行手术后，第二天上午
许老伯便能下地行走。

这只是改革开放40
年来，定安群众共享发
展红利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定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
诸多惠民政策落到实
处、起到实效，同时以争
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示范县为抓手，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静美
定安，祥和家园，让群众
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生
活幸福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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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力惠民生，百姓更有幸福感

静美定安 祥和家园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荣海

让发展红利惠及群众，离不开脱
贫攻坚。定安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号
民生工程，通过构建“四级”作战体
系，做到用真心扶真贫。

在产业扶贫方面，定安创新帮
扶模式，产业帮扶实现“五带动全覆
盖”，即企业、共享农庄、合作社、家
庭农场、致富能人五类经营主体，
覆盖带动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产
业发展组织化程度达到100%。截
至目前，各镇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5

家、合作社18家、家庭农场40家、致
富能人 13 人，联结贫困户 2890 户
11324人。

2017年、2018年共实施扶贫资
金项目 324 个，产业设施类项目受
益贫困户均已建立名册，并与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中的项目一致，受益
对象知晓项目基本情况、并参与实
施过程。

今年，定安加大贫困户基本医疗
保障力度，投入566.95万元为贫困户

26007人全额代缴2018年新农合和
购买大病商业补充保险，参保率达到
100%。贫困患者在定点医院住院可
直接“一站式”报销至90%以上，慢性
病门诊患者可直接报销至80%以上，
特困户100%报销。97个村卫生室
均配备村医或派医生驻村值岗，并按
要求配备常用药品。

近年来，随着定安旅游的升温，
“全域旅游+扶贫”新模式也成为定
安的新探索。通过将贫困村整村推

进扶贫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定安打造出一批具备游客接待能力
的星级美丽乡村，依托全域旅游，引
导贫困群众发展土特产与手工制品
销售、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旅游产业，
使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

如今随着“静美定安 祥和家园”
建设的加快推进，定安的贫困人口日
益减少，越来越多的百姓走在宽阔的
小康路上。

（本报定城12月28日电）

近年来，定安始终把人民幸福置
于发展中心位置，坚持富民与强县并
重、富民优先，努力实现发展成果惠
及广大群众。坚持“小财政办大民
生”，2017 年全年民生支出 20.9 亿
元，占全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71%支
出。基本完成2017年为民办实事事

项，解决一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
点难点问题。

如今走入定安大多数村庄，都能
看到家家户户亮着电灯。电网工程的
推进，让定安不断践行“村村通电”的
承诺。

同时，定安扎实推动文化事业繁

荣。建成田洋公园展览馆和30个文
体活动室；琼剧惠民演出213场次，免
费放映电影1582场次；琼剧《父爱如
山》成为我省唯一参演剧目赴京参加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海南斋醮科
仪音乐》文化丛书、琼剧《定安娘》及歌
曲《世界和同欢乐》荣获“海南省五个

一工程”优秀精神产品奖。
而群众最为关心的医疗问题，也

得到了解决。近两年来，定安建成县
中医院门诊楼；设立中瑞医院安宁科，
填补精神疾病治疗领域空白；启动“医
联体”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看好病。

定安县龙门镇龙门中心学校六
（1）班的学生覃丽芬更加喜欢上学
了。“因为学校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
好。”她说，这两年，学校新增了塑胶体
育场、美术教室和舞蹈教室等一系列
文体活动场所，同学们有了学习才艺
的场所；教室里电脑、投影仪和音响等
多媒体设施一应俱全，课文里美丽的
景色能以图画或视频的形式展现在眼
前；图书馆从一间教室扩展到三间教
室，图书的类别也增加了……

这得益于定安不断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为了让贫困地区孩子平等
地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定安将教育
扶贫政策向贫困山区、乡村倾斜，多措
并举改善教学条件，真正使乡村校园
建设“美”起来、乡村学校信息化“智”
起来、乡村教师素质“强”起来。

据了解，根据教育实际，定安先后出
台《定安县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
等多个文件，对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目标、任务、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做
到精准扶弱，让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的
学生享受到均衡教育发展的成果。

定安聚焦薄弱学校，大力推进农
村校舍安全、校园改造、教育信息化等
项目建设，从硬件上不断发力，不断提
升落后地区教育环境。据统计，2014
年以来，定安共投入资金3.1亿元，新
建校舍 47150 平方米，改造校舍
11.3万余平方米，建设附属设施工程
137个、体育运动场86个。

同时，定安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全
面提升。据统计，定安县教育局目前
推进仙沟幼儿园等4所幼儿园建设，
扩增公办学前教育学位；大力调整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整合教学点11
所，成立定安县直属第四小学；有序推
进定安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推进改善
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项目，与湖南
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定安中学正式揭牌。合作
办学后累计派出7批96位骨干教师
和行政干部赴湖南跟岗学习、培训；派
出3名副校长到湖南师大附中进行为
期半年的跟班学习，县职业技术学校
全面委托海南省工业学校管理，本县
招生人数达179人。

民生工程惠民生

教育均衡显成效

脱贫攻坚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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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县 脱 贫 1901 户
7324人，完成年度减贫计划

（7140人）的102.58%，贫困发
生率从10.90%降至1.39%（以
2017年全县乡村人口计算），
实现龙湖镇安仁村等6个
贫困村整体脱贫出列

各镇参与产业扶贫
的企业 5 家、合作社 18
家、家庭农场40家、致富能
人 13 人，联结贫困户
2890户11324人

全县春、秋季共发放教
育补助14547人次1928.03
万元。“两免一补”政策已落实
到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低保特困学生教育扶学金
发放率和控辍保学率均达
到100%

投入 566.95 万元
为贫困户 26007 人全额
代缴 2018 年新农合和购
买大病商业补充保险，参
保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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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后的定安县沿江公园升级改造后的定安县沿江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通讯员通讯员 张博张博 摄摄

定安县黄竹镇中心幼儿园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定安推进民生公园建设

苗圃变花园
公园变学堂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张博

“散步、跳舞、看花草，下班后来这
里可以散散心。”近日，定安沿江公园完
成改造升级重新开园，家住定城镇沿江
社区居民王丽华总喜欢傍晚时来公园
休憩。

很难想象，2年多前，这里还是杂草
丛生的景象。由于历史原因，公园过去
存在功能区不明确、基础设施不完善、
园路系统紊乱，断头路多、植物分布不
合理等问题。

2016年底，定安依托现有优势资
源，进一步完善规划，改造升级沿江公
园。鲜为人知的是，在此过程中，设计
方案修改了 5次。每次修改，都体现
了定安县委、县政府对生态为先理念
的坚守。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
少艾表示，公园在规划设计时，首先考
虑对园中胸径50厘米以上的大树进行
保护，充分保持其的生存生长环境，采
取树木定位的方式要求设计单位修改
图纸，尽最大程度避开树木。

“公园东轴主路的中心位置有一株
数十年树龄的参天大树，按照原有规
划，必须将其移栽，但为了保持大树原
有生长环境，我们修改了主路位置为大
树‘让道’。”该工程相关设计人员称。

据统计，在沿江公园改造提升过程
中，共有 552 棵树木保持原位。园中
709棵胸径50厘米以下的树木也未被
丢弃，而是被捐赠移植到各个乡镇，提
升乡镇道路景观。

同时，公园适度增加特色植物品
种，形成丰富而又错落有致的视觉景观
效果，整体空间以疏林草地为主，主要
景观节点利用特色开花植物以组团的
方式进行合理搭配，做到四季有花，常
年有景，成为鸟语花香的美丽花园。

除了提供休闲、游憩、健身等服务
外，还是科普、文化学习等活动的园地，
沿江公园以“两轴一心三片区”为空间
规划，建起展示定安优秀历史文化的百
年定安文化轴、融入大众文化和琼剧文
化的民众生活活力轴，以及建有雕塑小
品和荫凉空间的广场等。

(本报定城12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