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

2019年，陵水学前教育增
加2453个普惠性学位，今年以
来，完成两批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的认定，增加普惠学位4402
个，普惠性覆盖率从去年的
63%提高到89.5%。

医疗

2019年，陵水招聘录用乡
村医生21名及乡镇卫生院医
务人员39名，充实基层医疗服
务队伍；共设村卫生室87个，
覆盖率100%，村医配备实现
全覆盖，全县80%以上的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能够开展中
医药适宜技术。

住房保障

近日陵水出台我省首个安
居型商品住房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计划2020年至2022年，
动工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
2500套，每平方米销售价格原
则上不超过8000元。

其中，2020年计划动工建
设陵水文黎安居型商品住房
（一期）项目1000套，2021年
计划动工建设陵水老县委片区
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700套，
2022年计划动工建设陵水文
黎安居型商品住房（二期）项目
800套。

农村发展

为了破解乡村群众出行难
问题，陵水通过新开线路、改道
或延伸线路等方式对公交线网
进行科学合理优化整合。目
前，已开通18条“村村通”线路
共22台公交车，实现“村村通”
线路与县际线路的无缝衔接，
全县107个行政村100%达到
通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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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不断推进教育医疗及农村发展事业

陵水奏响民生幸福新乐章

“政之所兴在顺民
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推动经济社会的发
展，不断改善民生、增进
民众福祉是出发点也是
落脚点。近年来，陵水
黎族自治县始终践行人
民至上的理念，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等
各项民生事业上不断取
得新进展。

2019年，陵水教育
事业取得新突破，中考
综合成绩排名列全省第
9，创下新高；高考700
分以上及被双一流大学
录取人数均创历史新
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有力推进，通过“好医
生”项目引进5名学科
带头人。

今年以来，虽然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项工
作进程，但陵水民生事
业依然取得稳步进展。
教育方面，增加幼儿园
普惠学位 4402 个，普
惠性覆盖率从去年的
63%提升到89.5%，进
一步解决入园贵、入园
难问题。医疗方面，陵
水县人民医院与省眼科
医院建立眼科专科医联
体，提高眼科的医疗服
务水平。住房保障上，
出台了全省首个安居型
商品房实施方案细则，
计划3年建设安居型商
品住房 2500 套，销售
价格原则上不超8000
元/平方米，着力解决基
层教师、医务人员和引
进人才的住房问题。

珍珠海岸，美丽陵
水，美丽不仅在于椰风
海韵的滨海风光，更在
于这座城市不断提升发
展质量，让改革发展的
红利更多惠及民生，坚
持民生为本，让老百姓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不断提升。

数说
民生

教育发展
家门口有了更多好学校

5月24日，海南雅居乐衡石精英中
学举行揭牌仪式，学校将于今年9月正
式开学，又一所与省外名校合作办学的
中学落户陵水。海南雅居乐衡石精英
中学与石家庄精英中学保持统一的教
育理念、办学思想、课堂教学模式，陵水
学子又多了个求学的选择。

近年来，陵水不断推进教育事业向
好发展。2019年，中考综合成绩排名列
全省第9，创下新高。高考800分以上2
人，700分以上及双一流大学录取人数
均创历史新高，教育质量快速上升，受
到各方好评。

2019年，陵水启动中小学生游泳普
及教育，建设12个游泳池覆盖所有乡
镇，投入2600多万元推进营养餐项目，
全面惠及全县中小学生54042人。全
县5所中小学校通过省级规范化学校评
估，民大附中陵水分校荣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称号。中国传媒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与英
国考文垂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签约
落户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王琼原是陵水职业中专学校的教
师，2015 年借调到陵水中学。直到
2019年，王琼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
地：工作在陵水中学，人事关系却在陵
水职业中专学校，工资由后者发放，自
身努力无法与绩效工资挂钩。

王琼的尴尬境地在陵水实施的“县
管校聘”政策后得到了改变。2019年5
月，陵水出台优化教育系统师资队伍管
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在全县范围
内实施“县管校聘”管理模式。

“县管校聘”管理模式按照“以人为
本、总量控制、统筹使用、合理配置”原

则，制定全县教育系统“教师池”，将全
县各学校教师人员编制统一收回，与聘
用教师一并纳入“教师池”；实行“同工
同酬”聘用制，对新聘用教育系统人员
采取“同工同酬”聘用制，教师结构性缺
编、人手不足等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形象点说，就是把教师调整的决
定权、审核权全部划归县教育局，省去
了过去教师人事调动需要经过县编办、
县人社局审核等中间环节，让教师人事
调整更加灵活、顺畅。”陵水县教育局负
责人介绍，2019年10月，县教育局一次
性解决了因编制原因自2015年以来累
积的268名教师岗位实际已经调整、人
事关系却一直“卡壳”的历史遗留问题。

2019年，陵水学前教育增加2453
个普惠性学位，今年以来，完成两批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认定，增加普惠学位
4402个，普惠性覆盖率从去年的63%
提高到89.5%，入园贵、入园难的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

强化德育教育，培养“新时代好少
年”。2019年，陵水中学等30所中小学
校开展“未成年人道德讲坛活动”，听讲
师生与家长达3.5万余人，289名学生获
评海南省中小学校“校园好少年”。开
展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专项督导
检查，强化学校管理，积极推进专项治
理，整治校园欺凌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今年3月至4月，为做好疫情期间
的开学复课工作，陵水实行了县领导和
职能部门分片包干全覆盖、验收全覆
盖、医护人员全覆盖、校园食品安全培
训及整治全覆盖、疾控中心培训指导全
覆盖、片区派驻督查小组全覆盖、联防
联控全覆盖、教育专员全覆盖等8项举
措。在开学前开展了多场返校实战演
练活动，并引进“陵水教育健康平台”，
对中小学所有教职工、学生健康信息进
行采集，确保全县师生安全有序复课。

医疗改革
足不出县享受优质资源

“大专家来到家门口为我们义诊，
让我们不用舟车劳顿、到处投医问路，
这是真正的惠民行动。”6月6日，全国
爱眼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在陵水县人
民医院举行，一位前来诊治的老人高兴
地说。

当天举行的还有海南省眼科医院
与陵水县人民医院眼科医联体揭牌仪
式。双方将在眼科医疗技术、人才培
养、科研学术、科室管理等方面全方位
合作，进行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的整
合，让陵水老百姓不出县即可享受到高
端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

近年来，陵水推进健康陵水、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重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2016年陵水被列为省医疗、医
药和医保“三医”联动综合改革试点，经
过多年不断努力，陵水“三医”联动改革
多项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2019年以来，陵水医联体建设不断
深入。陵水县人民医院先后与本号镇、
隆广镇中心卫生院启动医共体建设，与
30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拟开展区域

医疗联合体帮带，通过业务协作、人才
培养、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医疗资源紧
密对接。陵水县中医院与英州镇中心
卫生院、黎安镇卫生院、提蒙卫生院、清
水湾立晖门诊等4家单位共建中医康复
医学专科医联体。

2019年，陵水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
伍建设，引进了学科带头人5名，引进人
才实行年薪制并为其解决住房和子女
上学问题，还通过校园招聘为县级医疗
机构补充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4名。

“实行激励薪酬制度后，我们卫生
院的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医疗
及服务水平有了提升，患者回流，医院
收入增加，医护人员收入也有所提高。”
陵水英州镇田仔卫生院负责人说，以前
由于工资待遇水平偏低，医护人员工作
积极性不高，对该院医疗服务水平有不
利影响。

2018年11月，陵水制定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提高激励薪酬实
施方案》，在足额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绩效工资基础上，把基层医疗机构在
编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增加一倍，
增量部分作为激励薪酬。该方案主要
目的在于通过综合改革提高待遇，把优
秀的医务人员留在基层。

基层薪酬激励制度改革效果明
显。2019年该县安排激励薪酬387.3
万元，并将基础部分（70%）预拨至各卫
生院按月考核计发；同时在基层创新实
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管理工作机制。为此，国家卫健委对
陵水医疗事业基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进行了专项调研，并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陵水不断强化医疗卫生学科
建设，县人民医院增设神经内科、神经
外科等专科并成立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管理委员会，县中医院新增针灸推拿
科、外科病区并筹建中医妇科、中医儿
科等专科，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
高，年诊疗量有了明显的增长。

今年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陵水
克服医疗物资缺乏、医疗人手不足等困
难，科学调度、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在
疫情阻击战场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
拳。1月25日，陵水县人民医院366名
医务人员取消春节休假，全部返岗，发
热门诊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该县还
在全省县级医院中率先开设儿童发热
门诊，第一时间排查疑似新冠肺炎感染
患者并诊治。

同时，陵水的14名医护人员参加
支援湖北医疗队，被分配到江汉方舱医
院、光谷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协和医院、
汉阳区疾控中心、荆州市传染病医院开
展救助工作，累计管理床位295张，展
现了迎难而上、不畏风险、勇挑重担的
大无畏精神和崇高品格。

农村发展
环境更美丽 生活更方便

泥坯房与新民居、泥土路与硬化
路，时间间距不过5年，新与旧的强烈对
比，让陵水英州镇田仔村走所村民小组
村民黄亚感慨生活环境改善之大。

“近年来，村里通过加大卫生教育
宣传力度，帮助村民养成讲卫生、爱清
洁的习惯，形成家家户户自觉维护村容
村貌的良好氛围。”田仔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胡后春表示，党员干部发挥
带头作用，带动群众共同参与到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中，促进该项工作常态化开
展。

而今年“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
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开展，则让乡
村的美丽干净进一步由点向面发展。
城乡更洁净了，环境更美丽了，生活更
方便了，这是许多陵水居民近来的共同
感受。

从今年3月初开始，陵水积极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通过大力“清
脏治乱”，进一步改善提升城乡人居环
境，巩固“双创”（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和
国家卫生县城）成果。4月，陵水开展爱
国卫生月活动，确定每周开展1个主题
活动，分别为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周、环
境卫生整治周、引导健康生活方式周、
病媒生物防制周，全方位洁净城乡环
境。

“我们正在建立‘户清扫、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
通过四级联动，实现农村垃圾日产日
清，保持乡村的美丽洁净。”英州镇党委
书记刘德柏介绍。

为了整治县城公共场所乱吐槟榔
渣汁和乱扔烟头等不文明行为，3月4
日至6月10日，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大行动，对不
文明当事人进行处罚，累计开出罚单
947张，罚款金额合计47350元。并创
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增印了缴纳罚
款的二维码，提高了罚款缴纳履行比
例。

走入英州镇红鞋村村民吉会增的
家中，只见小平房收拾得整洁有致，屋
子一侧是一间独立厕所。2019年，吉会
增家被列入农村厕所改造的名单，很
快，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一个崭新的厕
所就建了起来，结束了一直以来吉会增
家里没有厕所的尴尬境地。

吉会增家的改变是陵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效的一个缩影。2019年，陵
水完成50个行政村136个自然村生活
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行政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覆盖率达到43%；扎实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坚持建设标准，完成农村
改厕6390户，农村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策划、撰文/君琼 图片/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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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农村开展“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

陵水隆广镇常皮村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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