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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4时）
AQI指数 32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广元、巴中、遂宁、内江、
乐山、雅安、眉山、资阳、绵阳、德阳、宜宾、
广安、西昌、自贡、南充
良：攀枝花、泸州、达州

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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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披荆斩棘，70年
风雨兼程，四川写下了
一份怎样的民生答卷？

9月5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在
成都举行，围绕“推进民生事业发
展 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省人社厅厅长胡斌、省教育厅副厅
长戴作安、省民政厅副厅长廖永
康、省住建厅机关党委书记孔燕、
省文旅厅副厅长赵红川、省卫健委
副主任徐旭进行主题发布和答记
者问。

1978年到2018年，全
省城乡就业人口从3087万
人增加到4881万人

就业乃民生之本。省人社厅
厅长胡斌表示，在四川，经历了就
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实现了从
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的根本性转
变，就业局势长期保持稳定。总体
上看，全省不断完善积极就业政策
体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
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
形成多渠道扩大就业格局，实现比
较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8年，
全省城乡就业人口从3087万人增
加到4881万人；一二三产业就业
结构由81.8%：9.1%：9.1%调整为
35.9%：27.2%：36.9%；城镇登记失
业率从10.9%降至3.47%。

劳动用工管理更加规范，工资
收入持续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由
590元增至64717元，增长了110
倍，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目前，农民工队伍已成为推动
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引擎。2018年全省农
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达到 2512 万
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
的 60%以上，实现劳务收入近
4467亿元，返乡创业实现总产值
达4000亿元。

连续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待遇水平
由553元提高到2162元

在社保体系的建立上，胡斌谈
到，已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经历了从无到有，实
现从城镇职工“单位保障”到统筹城
乡“社会保障”的根本性转变，有力保
障了群众基本生活。”胡斌介绍，全省
不断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完
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全
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社会保险覆盖
面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高，经
办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数据上看，截至2018年底，全省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5766万人，较1986
年净增5745万人，增长273.6倍；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637万人，基
本实现全民医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871万人、

1013万人、859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至2019

年，连续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月人均待遇水平由553
元提高到 2162元，增长了 2.9 倍；
2018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分别达到80%和70%以上，平均封
顶线分别达到26万元和14.5万元；
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达到1390
元，月人均工伤保险定期待遇达到
2504元。

去年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
农民收入60%以上，返乡创业
实现总产值达4000亿元

农民工，是推动工业化城镇化
的重要力量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
擎。

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群体数量
超过2.8亿，在四川，这个数量超过
2500万，占四川户籍人口数的四分

之一。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民

工工作，制定出台了促进返乡下乡
创业二十二条、加强农民工服务保
障十六条措施，进一步促进农民工
返乡创业。”胡斌介绍，2018年全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达到2512万
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
的60%以上，实现劳务收入近4467
亿元，返乡创业实现总产值达4000
亿元。

提升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目前，四川的机制体制
已日益健全，省、市、县、乡四级农
民工服务中心陆续挂牌成立，全省
基本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统筹协
调，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
总，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的工作机
制。

在就业上，四川坚持农民工外
输就业与回引创业并重，对农民工
展开技能培训。结合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和文化旅游等行业急需的
人才，大力开展劳务品牌培训、创
业培训和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农民
工就业创业竞争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谢燃岸 关天舜

9月6日晚，成都华侨城大剧院将演
出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参演川剧《金沙江
畔》；

9月 12日至15日，《斯拉法的下雪
秀》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9月27日，2019“乐动蓉城”月末惠
民音乐会—礼赞祖国·迈向新时代·民族
管弦乐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举
行；

10月2日，“一生所爱”唯美动听经典
名曲精选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
举行；

10月11日至12日，四川大剧院开幕
大戏歌剧《图兰朵》将隆重上演；

10月25日至26日，音乐剧《我的遗
愿清单》将在四川歌舞大剧院演出；

10月27日，大型原创亲子互动儿童
舞台剧《真假美猴王》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演出；

10月31日至11月2日，韩雪、刘令
飞领衔主演音乐剧《白夜行》将在四川大
剧院演出。

排 列 3 第 19241 期 全 国 销 售
17682830元。开奖号码：385。直选全
国中奖 9751（四川 800）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25858（四川
1642）注，单注奖金173元。16637700.5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41 期 全 国 销 售
10563460元。开奖号码：38510。一等奖
44注，单注奖金10万元。322986578.2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
月4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省教育厅：
四川教育规模
位居西部第一

省教育厅副厅长戴作安拿出了
一组数据：目前，全省现有各级各
类学校 2.5 万所（其中普通高校
126所，数量居全国第6位），学历
教育在校规模达到1572.7 万人，比
新中国成立前增加1418.1万人，教
育规模位列全国第五、西部第一；
教职工达到110.7万人。

同时，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发
展 ，普 惠 性 幼 儿 园 覆 盖 率 达
71.6%。在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
的基础上，创新实施民族地区 15
年免费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 45.4%，实现高等教育大众
化。

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民族地
区、困难群体倾斜，解决进城农民
工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
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也在扎
实推进。戴作安谈到，四川已经出
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指导
意见等 20多个政策文件，教育综

合改革四梁八柱基本构建。组织3
个市开展试点，积极稳妥推进中考
改革；推行普通高中选课走班试点，
创造条件推进高考综合改革。

此外，探索开展高校人员总量
改革试点，深入推进民办学校分类
管理改革。积极开展国家和省级改
革试点，“9+3”免费教育、成都武侯
区“两自一包”管理改革等经验受到
中央领导、教育部充分肯定，并在全
国推广。

省民政厅：
2018年底

城乡低保对象438.5万人

民生保障和脱贫攻坚的最后一
道安全网，是社会救助。

“四川省已建成较为完善的社
会救助体系。”省民政厅副厅长廖
永康介绍。2014年，《四川省社会
救助实施办法》出台，建立起以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专项救助
为支撑、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

“8+1”（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
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
助、临时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体系，全省每年近500万困
难群众得到经常性生活救助。

民政兜底保障基本民生方面，
廖永康也亮出了一组数据。截至
2018年底，城乡低保对象438.5万
人（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38
万人），城乡低保标准低限分别达
6000元/年和3720元/年。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以及流浪
乞讨救助管理制度普遍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每年惠及128万残疾人。

备受关注的养老方面，建成养
老设施1.2 万个，养老床位达 50.7
万张，基本建立“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8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居家养老服
务补贴制度每年惠及近 200万老
年人。

省住建厅：
人均住房面积

提高到41平方米

四川的住房保障体系正在不断
完善。

70年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住
房面积由3.6平方米提高到2018年
的41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解决困难群众住房方面，截至
2018年，全省累计建设公租房（含廉
租房）、经适房、限价房105.3万套，
惠及291万困难及中低收入群众，
共改造各类棚户区203万套，近600
万人实现“出棚入楼”，22.1%的城镇
家庭享受到各类住房保障。

在备受关注的农民工住房保障
方面，省住建厅机关党委书记孔燕
介绍，在2013年，四川就率全国之
先提出实施“农民工住房保障行
动”，每年拿出可分配公共租赁住房
的30%，定向分配给有稳定职业并
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租
金只有市场租金的一半。

2015年，四川出台《加强农民工
住房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在住房
保障政策上逐渐消除户籍差别。
2018年，又出台《加强农民工服务保
障十六条措施》，努力解决新市民居
住问题。

“六年来，全省共向农民工提供
了公租房10万余套，向符合条件的
农民工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累计
有30多万农民工享受到住房保障。”
孔燕说。

省文旅厅：
2018年旅游总收入

突破万亿大关

截至目前，全省有世界遗产5
处，公共图书馆204个，文化馆207
个，博物馆252个，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230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39项。

“70年来，全省文化产业从探
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
速发展的新时代。一批‘川’字号文

化旗舰航母不断壮大。”发布会上，
省文旅厅副厅长赵红川介绍，四川
文化产业增速持续位于全国领跑方
阵，文化经济总量明显增加。

数据上看，2017年，全省文化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1537.54亿元，
文化产业增速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方阵”。文化市场繁荣发展。2018
年底，全省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
829个，为1978年的 4倍，为1949
年的15倍；2018年全省艺术表演团
体从业人员1.43万人、演出10.93万
场次、全年演出收入4.56亿元，分别
比2012年增长15.91%、63.87%，演
艺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另一方面，四川的旅游业也蓬勃
兴旺，旅游收入持续领跑全国。四川
旅游从2007年全省旅游总收入首次
达到千亿元，到2018年突破万亿大
关；10年间，旅游总收入增长达10
倍。自2013年开始，年均增速达到
22.16%，成为增速最高的产业之一。

省卫健委：
四川全省二级医院
数量全国第一

省卫健委副主任徐旭介绍，70
年来，四川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四川的人均期望
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18
年的77.1岁，以人均卫生费用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投入，取得了居民
主要健康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成绩。

另一方面，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
从195个增加到81539个，增加417
倍；全省三级医院数居全国第三，二
级医院数居全国第一。疾病防控能
力增强，全省31种法定传染病报告
发病率连续11年低于全国平均值。

下一步，四川还将不断扩大开
放，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力
推动中医药“走出去”战略，建立覆
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中医
药中心，参与海外国家制定中医药
标准体系，推动中医药国际文化传
播，着力构建四川健康丝绸之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四川70年发展民生答卷
社会保险从无到有 基本实现全民参保

1978年到2018年 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10倍

就业1

我们的获得感
四川晒出70年民生“成绩单”

社保2

农民工3

教育发展水平进入全国中上
行列、民生民政兜底保障成效显
著、住房保障体系都在不断完善、
“川”字号文化旗舰航母不断壮
大、人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77.1
岁……

9月5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
场）上，四川各领域晒70年民生
“成绩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杜江茜 关天舜

9月5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在成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