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9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17.53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116.9%，同比增长

55.6%。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3.53 万

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150.2%

“一市（县）两校一园”工程全面完成，

引进中小学幼儿园83 所，提供优质学位

近 16万个

今年以来，我省投入2亿多元，在全省

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施“基于5G
物联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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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双减”政策 守护学生成长

三亚市实验
小学副校长杨梅：

自2019年7月我担任三亚市实验
小学副校长以来，我和团队着力建设

“七彩光课程”，致力于学校课程改革。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学校把

课程建设与“双减”结合起来，大力打
造“阳光课堂”，通过精心设计学习任
务单、拓展学生学习外延空间、完善
课堂评价体系等，进一步加强学科融
合，提升课堂实施品质，培养学生的
自主合作学习能力。同时，我还发动
全体教职工参与“阳光社团”的创建，
指导大家围绕课程顶层设计自主开
发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课程，为参与
课后服务的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
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整理）

入住人才公寓 安心奋力前行

海南广陵高
科实业有限公司
发展计划部经理
黄宋运：

今年，我通过人才服务“单一窗
口”了解到陵水黎族自治县为人才提
供住房服务保障的政策。在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今年6月，我通过申请并成
功入住了梧桐人才公寓。

梧桐人才公寓地理位置优越，生
活配套设施齐全，家人偶尔也可以来
此短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购房
压力，解决了职住失衡的难题。

安居才能乐业，作为人才安居政
策的受益者，我能切身感受到当地政
府用心用情筑巢引凤，让人才在就业
创业的道路上安心奋力前行。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整理）

说

业务精益求精 守护群众健康

三亚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黄丽菊：

2021 年我被任命为三亚市卫健
委党委委员、市疾控中心主任，多次
参与全国院感专业培训及督导、海南
省院感督导、质控联合检查、医院评
价等工作，并在海南省2021年新冠肺
炎疫情卫生应急处置技能比武演练
中，带领三亚市疾控中心7名业务骨
干组成的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夺得一等奖。

今年我的身份转化为疾控人，不
管身份如何变化，切实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的职责，我深信只
有精益求精，才可以及时防控，避免感
染更多的人。（本报记者 马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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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民生痛点成为撬动发展的支点

C “民生”的外延不断丰富扩展

A 打造乡村振兴的“海南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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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海南最偏远也是曾经最贫困
的乡镇之一。

这样一个乡镇，在过去一年里，依托全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高标准规划建设“黎花里”文旅
小镇、打造“中国第一黎乡”品牌，让省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2021年，海南经过持续奋斗夺取了脱贫攻坚全面胜
利，如期兑现了向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书写了中国减贫
奇迹的海南篇章。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省
委、省政府清醒地认识到，高标准高质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题中应有之
义。但就目前来看，海南脱贫地区发展基础仍然较为薄弱，
部分脱贫人口仍然存在着返贫风险。

如何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省委书记沈晓明要
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础
性工程来谋划推进，努力打造乡村振兴“海南样板”。

时代开出考卷，人民期待阅卷。细读“考题”，海南提笔
作答——

从认识上着笔，提出必须把“三农”工作摆在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举全省
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从行动上着笔，成立由7位省级领导分别担任组长、副
组长的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等文件，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接力棒”的历史性交接。

思路越理越清，落笔坚定有力。
要实现有效衔接，就必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密切关注易返贫
致贫人口收支变动、“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

要实现有效衔接，就必须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
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帮助其发展产业、参与就
业；对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
脱贫户，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要实现有效衔接，就必须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持续提升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帮助相关地区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提升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

发展活力和后劲不断增强，脱贫地区群众的歌声飘扬
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看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堑对村在百亩山兰稻
田中举办乡村音乐节，悠扬乐声与滚滚稻浪相映成趣，在直
播平台展示“诗与远方”的魅力；

我们看到，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在“啦奥门”庆丰收
山兰旅游文化节中，带着游客提起镰刀、背上竹篓，在古法
收割体验中感受悠久的农耕文化；

我们看到，2021年冬交会首次举办共享农庄大会，首
次设置现代种业与数字农业馆，首次举办农商互联云上对
接会。一个个“首次”展示的是海南农业发展的新成果，彰
显的是乡村振兴的新气象、新趋势。

乡村与摇滚乐，农耕与文化节，冬交会与大数据……从
“卖农产品”到“卖生态、卖文化、卖流量”，脱贫地区迎来了
由内而外的深层次变化，“土”与“洋”的碰撞让人们看到了
海南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

岁末这几天，海南兴起一阵“投票热”。
投票的对象是2022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候选事项——“初中

教室照明改造”“适龄女生HPV疫苗接种”……桩桩件件瞄准的都是百
姓“急难愁盼”问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强调：“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进一步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直白质朴的表述，彰显的是我们党“人民
至上”的初心使命。

2021年，海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参考消息》近日刊发通讯，报道了我省打造免税购物、
国际医疗和“留学海南”三大品牌，承接海外消费回流的进
展情况。

医疗和教育，原是海南民生领域的两块“短板”，如今却
摇身一变成为自由贸易港吸引海外消费回流的有力抓手。
这转变的驱动力从何而来？

其实，相对于GDP的增长、大项目的推进，老百姓的关
切往往更加具体和现实——就业门路更广一些，买房或租
房压力更小一些，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更多一些……

只有这些堵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在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取得明显进
展，全面小康才是扎实过硬的，才能得到群众的衷心认可。

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在年初履职时就作出承诺：百姓
越烦心、越揪心的事情，我们政府就是要千方百计解决好。

过去一年，省委、省政府把关注点落在百姓的健康上，
加强区域医疗资源配置，大力推动县域综合医改，运行5G
诊疗体系和“三医联动一张网”应用系统，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的硬件条件显著改善；

把关注点落在孩子的教育上，落实“双减”政策，推进阳
光快乐教育，“一市（县）两校一园”工程任务全面完成，国际
教育创新岛累计签约各级各类教育合作项目120余个；

把关注点落在青壮年的就业上，稳住全省就业“基本
盘”，截至9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7.5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的116.9%，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5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的150.2%；

把关注点落在岛内居民和引进人才的住房上，坚持
“房住不炒”，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摆脱房地产依赖，同时开
工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改造各类棚户区和城镇老旧小
区……

点连成线，线交成面，不放台上的豪言壮语、不看表上
的数字飞奔，海南踏踏实实提高办事效率，利利落落解决矛
盾问题，把民生改善作为百姓获得自贸港建设红利的主要
渠道。

鼓起来的钱袋子，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最直观佐证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735元，同比名义增长10.0％。与之相对的是，全省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1%，自2010年同期以来首次出现同
比降势。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改善民生不是经济发展的
负担，而是重要的增长点、动力源。这一升一降，意味着民
生痛点正在成为撬动发展的支点，为扩大消费、活跃市场注
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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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是琼海市会山镇棉头村村民王更清
这半年来最舒心的事。

省旅文厅今年实施的“优化边远地区
广播电视覆盖效果”项目，终结了我省偏远
地区2541户群众架“锅盖”收信号的历史。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这是
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但“文
化鸿沟”若不填平，城乡差别、区域差异就
无法消除，社会公平就无法获得新的文化
诠释。

过去一年，从广播电视户户开通，到农
家书屋遍地开花，到电影放映、送戏下乡等
文化惠民工程如火如荼，再到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海南书香节、海南省全民健身
运动会等文体活动接续开展……“民生”一
词的外延在海南不断丰富扩展，城乡面貌
发生了深刻变化。

文化精神生活之于民生工作的重要性
不可小觑。记者在棉头村采访时，一位基
层干部这样感慨：“文化活动搞多了、搞活
了，牌桌赌局就不见了，打架斗殴就没有
了，人心慢慢就聚齐了，幸福指数也就上去
了。”

人心齐聚，向上向善。近日，一则新闻
让深冬的海南暖意融融——海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李冬冬罹患重病，募捐渠道开通不

到一周时间里，社会热心人士为她募集善
款超70万元，给了这个25岁的女孩生的
希望、爱的奇迹。

带着对美好生活更多向往、更高追求，
全省干部群众合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从城市向农村、从机关向基层覆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落地生花；全
力配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开展，支持综治中心、社会管理
信息化平台、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四位一体”建设，把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当作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前提共建共
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民生工作线多面广量
大，不仅有不少老问题亟待解决，还有各种
新情况新挑战层出不穷，既要以“时不我
待”的认识解决眼前问题，也要涵养“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谋潜绩、创实绩，更要以

“钉钉子”的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张蓝
图绘到底。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只要践行人民
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多解民生之忧，多谋民生之利，必能团结带
领广大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共绘民生新
图景，开创发展新局面。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

今年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积极推进医共体改革工
作，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图为今年新建的保亭县人民医院血液
透析室。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昌江王下乡发展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图为外国游
客在王下乡参加“黎花里”旅游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把田园课程融入教学、作业、课后服务全过程。 图为藤根
小学师生在“七彩园”上美术课。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