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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着力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百姓幸福感

暖意天涯润民心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蓝色的墙体，绘有米老鼠、唐
老鸭、高飞等迪士尼动画经典卡
通人物形象，位于三亚市妇幼保
健院四楼的迪士尼欢乐屋童趣十
足。在这里，孩子可以参与一系
列有趣的游戏，减少对治疗的恐
惧，身心愉悦地接受诊疗。

今年5月，全国第18个迪士
尼欢乐屋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建
成开放，同时开放的还有我省首家
由公立医院设立的儿童早期亲子
活动中心。该中心属于三亚市妇
幼保健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儿童医
学中心的共建项目，由我省从全国
引进的好医护领衔担任课程老师，
以亲子活动、家长课堂等方式提供
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

2018年12月30日，三亚市妇

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启用，挂牌升
级为三级妇幼专科医院。以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全面托管和新院区
启用为契机，该院加强学科建设和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为妇女儿
童健康的服务保障水平。

“有了上海专家提供的专业性
诊断意见，我安心了许多。”今年4
月20日，听说有来自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心胸外科专家到三亚市妇
幼保健院坐诊，三亚市民梅梅带着
孩子慕名而来就诊。

当天，“童心缘志愿服务基地”
项目启动，来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心胸外科“童心缘”志愿者服务队
为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小儿先
天性心脏病筛查、随访、义诊、小儿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技术指导等志
愿服务。“依托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优势学科技术力量，提高小儿先天

性心脏病诊治水平。”三亚市妇幼
保健院常务副院长陆兆辉表示。

依托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乃至
全上海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三亚
市妇幼保健院逐步形成了以产前
筛查诊断中心、新生儿疾病筛查中
心、儿科危急重症救治中心等优势
学科群，带动医院整体实力上升。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与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还围绕学科架构、绩
效质控、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改革工作：为儿科制定学
科发展规划，建立以呼吸、消化、
普外、重症、儿保为核心的儿科体
系建设；兼顾岗位风险、岗位职
责、职称、学历、工龄等相关因素，
建立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公平透
明的绩效考核体系；先后委派专业
医护人员30余人到上海接受3个
月到6个月的专业培训，涵盖重

症、呼吸、消
化、麻醉、护
理等多个
专业等。
（本报三
亚8月2
日电）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嫁接”优质资源 提升医疗水平

什么是幸福？不同
的人，对此有不一样的体
会。

距离三亚市区80多
公里的育才生态区抱安
村去年9月通了公交车，
从此孩子们可以坐公交
车上学、村民们能够坐公
交车进城，抱安村村民觉
得这很幸福。

“以前大病小病都要
到医院挂号排队。自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
后，基本上小病都可以放
心在家门口治疗。”三亚
市民李蓉凤说，这是幸福
的事。

“走出家门不远就能
买到低价新鲜的蔬菜，这
是实实在在的便民惠民
举措。”三亚市民李菊香
说，能够享受到政府的暖
心福利，她感到很幸福。

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在三亚，一个
个民生短板正逐步补齐，
一幅幸福民生画卷正一
笔一画被绘出。

7 月下旬，在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二楼中医儿科，诊室外
不少家长抱着小孩等待

就诊，诊室内王雪峰耐心
地为孩子推拿治疗。王

雪峰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从
千里之外的北京来三亚就诊。

三亚市妇幼保健医院与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国家中医
临床儿科基地共同成立了中医
儿科，采用中医特色疗法治疗
小儿的各种疑难杂症。

医疗卫生是群众最关切的
民生事业之一。以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为抓手推进紧密型医联
体建设获得国务院通报表扬；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启用，妇
幼医疗保健能力大幅提升；努力
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
构建“15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
30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近
年来，三亚不断健全覆盖城乡居
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
体系，解决大伙看病就医难问
题，让老百姓幸福感倍增。

教育同样是民生大事。近年

来，三亚积极与知名院校合作办
学，基本形成了“一区一名校”布
局，即海棠区开办人大附中三亚学
校，吉阳区设立北大附中三亚分
校，天涯区开办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亚附属中学，崖州区打造三亚
南开学校，让三亚的学生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开学
后，我想把孩子转回三亚读书，
学校好，离家也近。”三亚市民刘
均亮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三亚学校今年秋季学期计划
招生400人，它的开办将促进三

亚教育水平提升。
对旅游重镇三亚来说，畅

行交通对民生幸福而言也非
常重要。近年来，三亚不断加
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编织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2018 年，三亚投入
16.3亿元，推进亚龙湾第
二通道工程、海榆东线
（223国道）亚龙湾至吉
阳转盘公路改造工
程、南山“四个一”交
通配套工程等项目
建设。

7
月 29
日，三亚
市公安局
吉阳分局
月川派出所

依托“路长制”，多警联动，成功救
下一名爬上23楼欲轻生的男子；
7月30日，三亚交警崖州大队路
管员在执勤时，发现一名老人迷
路后护送其归家……这样的暖心
场景，在鹿城时常上演。

身穿警服的路管员在车流中
指挥交通保障行人安全；飞鹭支

队队员穿梭在大街小巷开展安全
巡逻；佩戴着红袖章的“警保联
控”队员处理大小紧急事务……
目前，三亚基本形成了以“路长
制”为基础、以“飞鹭支队”为主
力、以“警保联控”为延伸、以“为
民服务”为主线的打防管控和社
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机制。

据统计，在全市 124 条道
路，三亚共划定总路长、副总路
长以及一级、二级、三级路长188
名，路管员2756名；组建了400
名警员规模的飞鹭支队，全天候
屯警街面；成立了168个“警保
联控”中队，设立了756个岗亭
（点），队员达2万余名。如今，三

亚从“警情等
人 ”转 变 为

“ 人 等 警
情”，“平安
三 亚 ”名
片 越 擦
越亮。

在三亚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每周三、周五十
分热闹，专场招聘会
如期举行，吸引不少求
职者前来应聘。一楼大
厅的大屏幕上，滚动播
放当天招聘的企业名称、
招聘岗位、招聘人数、薪酬
待遇等信息。

促进和稳定就业，是重

要的民生大事。近年来，三亚采
取多种举措广铺“就业路”，城乡
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就业结构
持续优化。

近日，三亚出台了《2019年
促进就业九条措施》，通过加大对
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加强创业
孵化基地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公
共就业服务等措施，不断提升公
共就业服务，营造良好的就业环
境。德国留学归来的创业者林彤

感慨：“正是政府的利好政策，让
我坚定了返乡创业的决心。”

乐业，亦要安居。在三亚月
川棚改安置区施工现场，一栋栋
楼房在加快建设，安置区已初具
规模。“现在就盼着能住进新房
子了。”月川居民陈人东开始规
划新居新生活。月川棚改项目
是三亚重点推进的棚改项目之
一，将用于安置月川原籍居民数
千人。

分配保障性住房房源4735
套，其中公租房3031套，经济房
1704套；启动建设抱坡新城片区
（南区）保障性住房、三亚市保障
性安居工程（海罗小区）、南新农
场安居工程、海棠区产业园人才
房……这是2018年三亚住房保
障工作的“账本”。随着住房保
障工程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的群众实现了安居梦。

（本报三亚8月2日电）

引入优质资源，提升教育医疗水平

优化治安管控体系，保障百姓安全

采取切实举措，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2018年民生账单

1
民生支出139.6亿元

同比增长39.4%
占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投入50.8亿元落实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
重点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
脱贫攻坚、交通等民生事业发展

加强资金保障

支出78.1%

2 着力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新增公办幼儿园5所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中等项目
加快推进

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开工新建各类保障房10950套
改造农村危房198户

市政府保基本蔬菜平价网点已达74个

推进综治中心、雪亮工程、网格化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
完善“路长制”，推动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在全省率先完成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3 社会治理管理进一步强化

三亚满地可希望小学学生欢度“六一”。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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