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记
者陈蔚林）1 月 18 日下午召开
的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场
记者会上，2020年为民办实事
事项正式发布。其中，为全省
所有高考考场配置空调引起百
姓关注。

“高考涉及千家万户，是每
一位考生的终身大事之一。为
考生营造舒适的考试环境，有利
于考生更好地发挥出应有水
平。”列席本次省两会的省教育
厅厅长曹献坤介绍，高考期间正
值海南高温高峰期，进一步改善
高考考场设施条件，是很多家长
的期盼。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此项工作，多次强调要加快
推进高考考场配置空调设施，改
善考场环境。此前，省教育厅已
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加快推进高
考考场配置空调工作，并对全省
高考考场配置空调情况进行了
全面了解。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去
年5月，省教育厅向各市县教育
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高考考
场配置空调的通知》，要求各市
县及时为高考考场配置空调，
具备条件的市县应在当年完
成；当年6月和10月，省教育厅

又分别印发通知，对各市县相
关情况进行调研摸底，并组织
人员到实地了解工作重点和难
点，为全面推进高考考场空调
全覆盖工作打下基础。

省教育厅财务管理处负责
人介绍，为加快推进高考考场
空调配置工作，省教育厅1月9
日召开工作布置会，面对面地
向南方电网公司及相关市县教
育部门强调高考考场配置空调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希望电力
部门全力支持相关工作，要求
市县教育部门确保按时完成工
作任务。

2019年12月，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将“高考
考场配置空调设施”纳入2020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征求意见，同
时请各市县部门确认高考考场
数量以及安装空调的情况、资金
需求等，反馈本地区工作中存在
的困难及解决措施。

曹献坤说，在 2020年高考
前全面完成高考考场配置空调
工作，尽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
多，但全省教育系统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做好
高考考场配置空调设施项目统
筹工作，确保按期完成工作。

截至目前

我省的3179间高考考场

已有 1040间安装了空调

省直属学校考场及海口、陵水、洋浦、五

指山等 4个市县（区）已全面完成高考考

场空调配置

2020年

我省还将投入省级财政资金 7805万元

完成剩余2139间高考考场的空调配置

我省部分市县

已启动为公办中小学校安装空调的工作

海口已实现

全市9个高考考点

共494个考场的空调全覆盖

还为20所公办中小学校安装了空调

接下来将继续为其他约 220所公办中小

学校安装空调，确保2021年实现全覆盖

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2019 年累计发放

50 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
107.43 亿元。全年共计拨付

财政贴息资金近 4 亿元，
惠及农户超过22万户

全省学生眼科
疾病筛查治疗
2019年计划筛查 70万

人，实际完成筛查 73.39 万
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104.85%

2019年
为民办实事
事项落实情况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重度（一级）
残疾人免费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2019 年为全省重
度（一级）残疾人出行报
销车费共 33014 人次，
实现车票应报尽报

建设30所
公办幼儿园

2019年在海口、三亚、
琼海、文昌、澄迈、东方、乐
东、昌江、琼中等9个市县新
建、改扩建 30 所幼儿园，已
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提高学前教育
“三类幼儿”资助标准

2019年，我省将学前教育
“三类幼儿”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

年750元提高到1300元
共资助约4.48万人

发放补助资金
5817.57万元

建设智慧警务
便民服务站

2019年300台警
务便民自助终端已全
部到位安装完成，功
能业务已全部上线

开展“您读书，我
买单”全民阅读活动
2019 年全省共有

2 万多人参与活动，通过
新华书店现场选书和网上选
书共 5万余册

菜篮子工程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2019年，全省列入为民
办实事的 77 家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项目，已完工75家，
未完工2家正在施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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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省高考考场将全部装上空调

从此高考不再“高烤”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马珂 通
讯员陈建洪）今年，我省将加强基层新生儿
科能力建设项目列为2020年为民办实事
事项之一，海南日报记者1月18日从省卫
健委获悉，此事项将为市县医疗机构新生
儿科配备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教具、开展
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培训进修等。

据悉，每年我省有约11.5万新生儿在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生，占全省新生儿
的90%以上。但有独立新生儿病区且具
备独立新生儿医护人员的仅有18家（其
中设有新生儿科的仅15家），占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的46.15%，仅占全省助
产机构的8.22%。

根据统计，我省约
每两例死亡的5岁
以下儿童中就有
1 例为新生
儿，2018

年我省妇幼卫生年报数据显示全省5岁以下
儿童死亡共556人，其中新生儿死亡294例。

该项目通过为市县医疗机构新生儿
科配备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教具、开展新
生儿科医务人员培训进修，以及补助新生
儿抢救单元能力建设等措施，确保每个在
二级及以上助产医疗机构出生的孩子，都
有1名窒息复苏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在
场；每个二级及以上助产医疗机构至少有
1名新生儿医护人员接受过省级进修培
训，以提高我省基层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

能力，完善新生儿疾病全方位防控及救
治体系。项目将覆盖全省24家妇幼保
健机构及39家二级助产医疗机构，总
预算231万元。

项目实施的预计效果主要包
括：一是规范全省新生儿抢救单元
建设，提高基层新生儿危急重症救
治能力，建立新生儿疾病全方位防
控及救治体系；二是降低早产及低
出生体重儿死亡率、出生窒息死亡
率；三是降低我省新生儿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达到提高我省人

均期望寿命的
目的。

省委省政府发布2020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高考考场空调设施配置等8个事项回应百姓关切

根据海南省气候中心统计，每年3月至6月、9月至次年1月，即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海口市
气温超过35℃的平均有17.6天，昌江黎族自治县有35天，澄迈县有29.5天，琼海市有10天，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8.1天，其他市县虽35℃以上高温天气的天数不多，但是由于平均气温
高，4月至9月人体感觉也很燥热。

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
对被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 1200元/生
年标准给予资金支持，用于幼儿园发展建设。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 17318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083万元，省级财政资金 10235万元。

高考考场空调设施配置
全省共有高考考场3179间，已安装空调 1040间，2020年完成剩余2139间高考考场的空调配置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 7805万元，全部为省级财政资金。

高中阶段学校安装AED
自动除颤仪设备

为全省每所高中阶段学校各配备一台AED自
动除颤仪设备，在全省高中阶段学校范围内全面推
进师生自救知识技能培训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561万元，全部为省级
财政资金

加强基层新生儿科能力建设
为市县新生儿科配备新生儿窒息复苏

培训教具、开展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培训进
修、为没有设置新生儿科的二级助产医疗
机构配备必需的新生儿抢救设备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 231万元，全部
为省级财政资金

学生眼疾病筛查
计划选取幼儿园、小学、初中各一个年

级的学生，对约 34 万名学生进行眼疾病筛
查，对筛查出的近视、弱视及斜视学生，转诊
省级医院进行干预与治疗

2020 年眼科疾病筛查共需财政资金
1429万元，全部为省级财政资金。眼科疾病
治疗费用按规定由医保、救助及个人负担

“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
将基层村卫生室就医结算纳入我省就

医结算管理和基金监管管理，为全省每个
行政村各布置一台结算终端，实现村卫生室
直接就医结算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 1199万元，全部
为中央财政资金

2020年
为民办实事

事项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养老服务护理人员培训
对全省约 1200名养老服务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实现养老服务人员培训全覆盖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316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

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民小额贷款给予年贴息率不低于5%（农民专业合作社年贴息率不低于3%）

的财政贴息。扩大对贫困户贴息覆盖面，对发放给建档立卡贫困户金额在5万元
以下、期限3年以内、免抵押免担保、执行基准利率的小额贷款

给予全额财政贴息

2020年共需财政资金48247万元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28000万元
市县财政资金202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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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省将加强基层新生儿科能力建设

让新生儿健康迎“新生”

临高、保亭就未完成为民办实事事项作情况说明

压实责任 确保项目尽早完成

4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记者陈蔚
林）在1月18日下午召开的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上，临高县、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因临
高、保亭未能如期完成省委、省政府
2019年为民办实事事项的部分工作任
务，到场作情况说明。

据悉，省委、省政府2019年为民办实
事事项的共8个项目中只有菜篮子工程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这一事项还未全部完
成——2019年，全省列入菜篮子工程（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的77家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项目中，还有临高多文农贸市场、保亭六
弓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正在实施。

临高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临高多
文农贸市场改造未完成，主要是因升级改
造增加了商铺建设计划，受到部分商户反
对并阻止施工；建设方边建设边报建导致
相关报建事宜停滞不前；加之各责任单位
在项目建设审批等方面主动服务意识不
强、力度不够，属地政府主动作为、攻坚克
难精神不足。下一步，临高将成立专项工
作组负责推进，预计今年5月完成升级改
造工作。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介绍，由于其个人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
抓得不够紧，督促不够到位，加之部门协调
沟通不畅，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单位设计
未按要求实行，导致未能完成任务。下一
步，保亭将明确进度时限和工作措施，紧盯
项目存在问题，在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
量前提下，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尽早
完工并投入使用。在加快六弓农贸市场
建设的同时，保亭还将抓紧谋划今年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确
保按时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陈蔚
林）1月18日下午，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第三场记者会在海口举行。会议对
省委、省政府2019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完成情况进行说明，并正式发布2020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
年，海南面临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
费和实施最严格房地产调控等多重压
力，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积极
协调下，全省财税部门通力协作，紧密
配合，强化税源监控，一方面做到减税
降费不折不扣、不留余地，另一方面做
到收入应收尽收、颗粒归仓。2019年

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814.1
亿元，比上年增长8.2%，有力保障了各
类民生社会事业等资金需求，促进了经
济高质量发展。

按照符合群众需求、现有财力允
许、社会效益良好的原则，省委、省政府
2019年年初确定全省学生眼科疾病筛
查治疗、农民小额贷款贴息、重度（一
级）残疾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
设30所公办幼儿园、提高学前教育“三
类幼儿”资助标准、建设智慧警务便民
服务站、开展“您读书，我买单”全民阅
读活动、菜篮子工程（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等8个项目作为2019年为民办实

事事项，并就落实好这些事项向全省人
民作出郑重承诺。

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各市县党委、政府和省直有关部
门高度重视、协力推进，各级财政投入
资金约7.6亿元，全力支持项目建设。8
个为民办实事事项有7个全部完成任
务，在未完成的菜篮子工程事项中，77
家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已完成75
家，另有2家正在实施过程中。

日前，围绕“一老一小”、学生、农民
等重点群体的实际需求，省委、省政府研
究确定，将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
高考考场空调设施配置、高中阶段学校

安装AED自动除颤仪设备、加强基层新
生儿科能力建设、学生眼疾病筛查、“村
医通”便民服务工程、养老服务护理人员
培训、农民小额贷款贴息等8个项目作
为2020年为民办实事事项推进实施，以
切实解决群众普遍反映的实际问题。

省财政厅厅长王惠平介绍，2020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最终确定选择这8
个项目，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一老
一小”的关爱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对加
快推进养老育幼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
软硬件提升的要求，因此将支持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建设、加强基层新生儿科能

力建设、养老服务护理人员培训等3个
项目列入其中；

二是解决群众普遍反映的实际问
题，如海南高考期间高温影响考生状态、
学校缺乏急救设备、基层卫生室就医后
不能直接结算报销等，都是群众反映较
多而需要优先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将
高考考场空调设施配置、高中阶段学校
安装AED自动除颤仪设备、“村医通”便
民服务工程等3个项目列入其中；

三是继续开展实施效果明显的民生
项目，主要是农民小额贷款贴息和学生
眼疾病筛查项目，两个项目实施效果很
好，受到群众充分认可，因此继续列入今

年的为民办实事事项。
此外，各项为民办实事事项均经过

部门的申报和层层筛选，由省委、省政
府研究才最后确定。王惠平表示，省财
政厅将通过全力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支增长预期目标、全力贯彻“政府
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的思想、全力
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发挥好财政资
金精准补短板和民生兜底作用，切实把
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出更大效益，通过
实施为民办实事事项，切实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海南老百姓
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我省实际开展分娩服务的助产医疗机构共217家
其中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39家
有独立新生儿病区且具备独立新生儿医护人员的仅有 18家
（其中设有新生儿科的仅 15家）

项目将覆盖全省24家妇幼保健机构
及39家二级助产医疗机构
总预算231万元
全部由省级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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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