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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40 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
中学生发放助学金；支持1000个行政村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100个乡镇

（街道）实施社会工作服务试点示范项目
……2 月 23 日，2021 年全省 30 件民生
实事实施方案公布。记者从省政府督查
室获悉，为做好这30件民生实事，各级
财政计划安排资金1720.9亿元。其中，
争取中央补助 1235.79 亿元，省级安排
402.87 亿元，市（州）、县（市、区）安排
82.24亿元。

今年的民生实事有哪些亮点？财政
计划安排资金又有怎样的考量？

评估甄选：新增9项民生实事

30 件民生实事中，教育、医疗、养
老、就业等仍是投入“大头”。其中，“实
现全省符合条件的人员养老金发放全覆
盖”是投入最大的一项民生实事，计划安
排资金 1051.22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补
助 745.14 亿元，省级安排 298.52 亿元，
市、县安排7.56亿元。

据了解，从去年 11 月开始，省财政
厅和省政府督查室就开始对民生实事项
目实施评估甄选，“2020年全省30件民
生实事项目中，8 项政策到期或转入常
态化推进实施；1 项调整政策内容在
2021 年继续实施；2 项合并为 1 项在
2021 年继续实施；19 项按照 2021 年度
任务调整后继续实施；着眼2021年新增
民生政策或近年出台且群众反响好的民
生政策，新增纳入 9 项。”省政府督查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注意到，30 件民生实事中，与
教育相关的项目最多，达到 7 项。除减
免非民族自治地区40万名幼儿保教费、
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

生活费补助、为 310 万名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等去年就有的民
生实事外，今年还新增了两个项目：支持
20所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向40
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学生发放
助学金，标准为平均每生每年2000元。

就业依然是“重头戏”，我省将继续
组织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70
万人次以上，同时，计划安排资金 39 亿
元，促进城镇新增就业 85 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确保全省就
业局势总体稳定。

聚焦重点：提升群众幸福感

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涉及“三
农”的民生实事需要以更加坚决有力的
举措加以实施。在新（改）建8000公里
农村公路，继续推进“厕所革命”，实施
1300 个行政村、60 万户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建设，实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能

力提升工程等继续实施的民生实事基础
上，今年四川安排资金 4 亿元，支持
1000个行政村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安排资金1.22亿元，实施乡村客运线路
提质升级工程，包括统一乡村客车标识、
车辆外观、站牌以及从业人员标识，分类
建立以班线为主、公交为补充，预约响应
式兜底的乡村客运运行体系。

今年的民生实事项目中，首次纳入
的“实施100个社会工作服务试点示范
项目”受到关注。

将该项目纳入全省 30 件民生实事
强力推动，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用“力
度空前”来形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开展专业
服务，有利于优化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对我省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也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该负责人介绍，目前，省民政厅正
在制订社工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方案，以

通过体系建设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
服务效能。

“2021 年全省 30 件民生实事项目
数与2020年保持了一致，主体项目延续
执行，新增政策对象精准，体现了‘补软’

‘补短’‘补缺’，更加注重提升群众幸福
感和满意度。”省政府督查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

补软补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记者注意到，今年新增的民生实事
项目中，有很多老百姓关注度非常高的
内容，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6000个，计划安排资金30亿元，其中争
取中央补助 21 亿元，省级安排 9 亿元；
计划省级安排资金0.42亿元，对基础条
件较差、设施设备不齐的21处烈士纪念
设施实施修缮改造等。

省特邀民生观察员、西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教授李毅特别注意到，今年的民
生实事中，新增“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
案件服务”，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法
律援助案件申请受理率达到 100%，实
现应援尽援；对群众的法律咨询需求不
设条件，接待率达到100%。“值得点赞！”
李毅认为，这样既可以让民众享受到优
质的司法服务，保障群众权利救济渠道
的畅通，又能激励律师团体主动去保护
民众合法合情合理的权益，“对构建和谐
社会以及推动依法治省将起到很好的促
进作用”。

“今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充分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着力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
既发挥政府作用保基本，也发挥市场供
给灵活性优势，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相统一。”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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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就业

就业依然是“重头戏”。我省将继续组织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万人
次以上，同时计划安排资金39亿元，促进城镇新增就业8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4.5%以内，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首次纳入

实施100个社会工作服务试点示范项目首次纳入，有利于优化基层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刘佳）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
前印发《2021 年全省 30 件民生实事实
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办好各项民生实事，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施方案》明确了减免非民族自治
地区 40 万名幼儿保教费、持续为全省

8300余万常住城乡居民免费提供12项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城镇新增
就业85万人等30件与人民群众息息相
关的民生实事，涉及教育、医疗、社保、就
业、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

《实施方案》强调，要全力保障民生
投入，做好民生项目推进和资金监管等
工作，对违规使用民生资金、数据造假等
违纪违法行为坚决严肃查处，确保民生
资金真正用于人民群众。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仍是投入“大头”，注重“补软”“补短”“补缺”

1720.9亿元资金助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21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

日前，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拟表
彰对象名单出炉。在这份1982人的名
单中，一对来自江西修水县的“90后”夫
妻，献出了最美的青春和最宝贵的生命。

3年前，只有28岁的吴应谱和23岁
的樊贞子，在从贫困户家返回的途中，因
车辆落水而牺牲。随他们离世的，还有
樊贞子腹中2个月大的胎儿。

“我想孙女了，她是不是也想我了？”
这是一张令人心痛的照片：一对印

有囍字的大红灯笼点缀着家门，门前却
贴上了白色挽联。灯笼是新的，挽联也
是新的。

宽敞明亮的婚房，他们只住了不到7
天。

2018年12月16日，人们沿着崎岖狭
窄的公路，在下方的水潭中找到了他们。

汽车倒扣在水中，车内的安全带被
拔出，他们似乎尝试过自救。变形的后
备厢里，装着要帮贫困户游承自售卖的3
只土鸡。

那天是周日，在吴应谱的陪同下，樊
贞子来到距修水县城2个小时车程的大
椿乡船舱村看望年近8旬的游承自。

老人早就听贞子说起过吴应谱，这
一见面，他就握着两人的手止不住地夸

“孙女”找了一个好丈夫，引得这对小夫
妻笑声不断。

樊贞子年纪轻，嘴巴甜。第一次见
面，她就管游承自叫爷爷：“以后就是我
来帮扶你，希望能让你满意。”

从此，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她每个
月都会来家里探望。儿女常年在外务
工，游承自便把亲情寄托在贞子身上，爷
孙两人总有谈不完的话。

转眼3年过去，游承自愈发苍老，他
忘记了很多事情，却清楚地记得樊贞子
牺牲的日子。“我想孙女了，她是不是也
想我了？”

“努力成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走访了很多村民，其中一些是贫困

户，他们无一不跟我诉说着以前的日子

有多苦，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对他们不
抛弃、不放弃，鼓励他们重拾信心……我
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勇往直前，承担起一
名基层公职人员的使命——为人民服
务。”这是樊贞子在入党申请书中郑重写
下的。这个富裕家庭走出的女孩儿，在
看到贫困户的生活境况后，改变了自己
的人生选择。

好友曾调侃她，为什么不安静地做一
个“富二代”，偏偏来乡镇当一个受累的公
务员。她的确曾想要过一种“稍微轻松安
逸，不用思考太多的生活”，但又觉得自己
应该“努力成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一度劝你不要去搞扶贫，可你说
不支持你的事业，我就不够朋友。你说，
我能拗得过你吗？爸爸希望，我们来世
还做父女，还做知心的好朋友……”女儿
牺牲后，父亲樊友炳无声地抹去泪水，拿
出积蓄成立爱心基金，资助那些家境困
难的孩子完成学业。

女儿牺牲后，他深刻地感受到女儿
的责任，急切地想帮助女儿实现梦想。

视频通话，是他们特有的花前月下
吴应谱是复原乡雅洋村的第一书

记，樊贞子和他一见钟情。
“我们聚少离多，但从今往后我会

更爱你，多抽时间陪你。”2018年5月20
日，吴应谱向樊贞子求婚时，曾这样承
诺。

两人的工作地分别在修水县最偏远
的两个乡镇。工作之余打开手机视频通
话，是他们特有的花前月下。

和“新兵”樊贞子相比，吴应谱是独
当一面的“扶贫好手”。

担任雅洋村第一书记不到一年，吴
应谱走遍了全村14个自然村的边边角
角，记录了8本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

2020年4月26日，修水县正式脱贫
摘帽，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曾经帮扶的
贫困户也已住上新居，扶贫产业渐成规
模，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天地苍茫，大山无声，他们来过。
据新华社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出炉

1982人中，这对“90后”是唯一牺牲的夫妻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