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想新湖南

2016.1.26��星期二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代宏福 校对 李辉

A06

今年省政府将为民办16项实事
新增城镇就业70万人 实现110万贫困人口脱贫

新增城镇就业70万人、新增
养老服务床位2万张……25日上
午， 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开
幕， 省长杜家毫作政府工作报
告。报告中提出，今年湖南将继
续大力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和社
会建设， 抓好16项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16项内容共24个重点
民生项目，每个都是“干货”，事
事与百姓相关。

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报告摘要】增加对创业就业
的财政专项补助， 支持劳动密集
型产业企业发展， 加大对创业人
员小额担保贷款个人微利项目贴
息的支持力度， 开展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创业试点， 做好高校毕业
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保障农
民工同工同酬， 探索农民增加财
产性收入渠道。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报告摘要】研究实施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合并；整合城乡医保
制度，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到420元/人。 全面实施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 推进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按政策
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养老金。

全面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报告摘要】确保各类教育阶
段的生均经费达到或超过中部平
均水平， 两年内高职生均拨款水
平提高到1.2万元，全省高中生均
经费提高部分， 以及沿西部边境
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
划所需资金全部由省财政承担。
继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稳步推
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努力化解
城市“大班额”问题。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报告摘要】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体系，
支持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 降低大型设备检查价格和高
值耗材费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45元。 稳妥
有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开展出
生缺陷干预工作，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家庭月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320元、390元。

加快发展文化体育事业

【报告摘要】推进省博物馆改
扩建，启动省图书馆新馆建设，实
施县级未达标公共图书馆、 文化
馆提质改造， 完成农村广播村村
响工程， 支持艺术创作、 演艺惠
民、非遗和文物保护。发展群众体
育，积极备战里约奥运会。

■记者 黄娟 吕菊兰

【关键词】绿色发展
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报告摘要】启动湘江保
护与治理省政府“一号重点
工程” 第二个“三年行动计
划”，启动实施洞庭湖水环境
综合整治“五大专项行动”。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

【解读】省政协委员、省
环境保护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王会龙： 政府工作报告
把改革创新作为绿色发展的
立足点和切入点， 提出了探
索建立和完善生态红线保
护、生态补偿、责任追究、环境

保护督查和环境监察执法等
制度，以及绿色GDP评价、主
体功能区试点等改革，引领发
展理念向绿色发展要求的方
向转变。

与过去注重发展速度和规
模相比，新常态下更应注重质量
和效益，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是新
常态下转型升级的必须选项。

【关键词】扶贫
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和监管

【报告摘要】 坚持以武陵
山、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为重点，以湘西自治州为主战
场，着力解决“扶持谁、谁来
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
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和监管，今

年投入扶贫资金65亿元，带
动社会和金融资金380亿元。

【解读】省人大代表、祁东
县凤歧坪乡乡长彭双娣：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扶贫的
篇幅增加了，从去年的半页多
纸增加到一页多。口号也不一
样了，变成“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我认为当前扶贫人口的
精准化管理要创新；措施上要
创新，把致贫的原因与措施结
合起来； 考核机制上要创新，
一方面严格考核，一方面加强
激励措施； 创新产业发展理
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要结
合起来。
■记者 李国平 吕菊兰 黄娟

肖德军 卢小伟

新湖南

其他民生项目

省政协委员、 常宁市政协副主
席、常宁市工商联主席盘芳：

我很期待幸福新湖南， 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精准扶贫，我
们太需要了。 塔山瑶族乡是衡阳
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经济比较
落后，往年一直在扶贫。自从去年
开始精准扶贫后， 从以前的“输
血”模式转换成“造血”模式，当地
的茶叶产业引进了大企业投资，
经济增长跟以往有了明显不同。
希望到2020年全面脱贫后， 摘掉
落后的帽子，不靠大家扶植，还能
给经济建设做贡献， 共享幸福生
活。 ■记者 虢灿

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琳：

听了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对幸福新湖南充满憧憬。 我理
解的新湖南是人们过上小康生
活，环境蓝天白云碧水，生活质量
有很大的改善，社会保障健全，城
乡一体化，在遭遇疾病、突发情况
时没有后顾之忧。 ■记者 虢灿

省政协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副主
委、邵阳市副市长赵为济：

大湘西有着丰富的旅游资
源， 可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湖
南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比较大。若
说我心中的幸福新湖南是什么样
子？ 那就是大湘西人民的生活水
平得到改善， 能享受到改革开放
大成果， 与省内发达地区同步奔
小康。 ■记者 杨昱

省政协委员、常德市妇联主席
袁世平：

提到幸福新湖南， 我个人理
解是， 首先湖南的经济需要持续
健康地发展， 人们的生活质量逐
步提高；然后，人们能通过自己的
汗水去创造财富，生活变得富足。
当然， 这一切要在一片蓝天碧水
下， 咱们的下一代能快乐平安地
生活。 ■记者 杨昱

省人大代表尹同君：
大家能安居乐业， 全体公民

有事做，社会有发展，人们的衣食
住行有充分的保障。收入比较高，
保障比较足，生态环境美好，社会
发展和谐，市场价格比较稳定，物
质和精神都比较满足， 这就是我
心目中的幸福新湖南。

■记者 吕菊兰

代表委员心中的
幸福新湖南

实现110万
贫困人口脱贫

提质改造农村
公路1万公里，完成
7000公里农村公
路安保设施建设

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
65%

新增城镇就
业70万人

建设义务教
育合格学校500
所、农村公办幼儿
园200所

改造农村危房
12万户、城市棚户区
35万套和国有工矿
棚户区8000套

新增管输天然气用
户36万户， 确保县以上
城镇市政管网水的水质
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帮助 5000
名残疾儿童实
施抢救性康复，
救治救助贫困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
1.1万人，改扩建
精神卫生服务机
构20家

免 费 为
100 万 35-64
岁的农村妇女
实施乳腺癌和
宫颈癌检查

新增社
会治安视
频监控摄
像头 3万
个

建设社
区矫正中心
73个

新 增
养 老 服 务
床位2万张

完成500个
行政村通宽带和
100万农户直播
卫星户户通

改造1000个
行政村的配电网

建设美丽乡
村示范村155个

建设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400个

■制图 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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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抓好16项24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省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