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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走進汕頭大學的茂名市茂港區倪華武，向幫
扶單位市農業局送來感謝信，感謝扶貧開發 「雙到」工作組
圓了他的大學夢。

83歲的黃生輝拿到政府發放的高齡津貼，激動得熱淚盈
眶，笑得合不攏嘴。

剛剛退休的茂名市區幹部李偉明打消了回鄉下安享晚年
的念頭。他的理由很簡單，南方油城的空氣已經變好了。

民生體現在百姓生活中，幸福都寫在群眾的臉上。
群眾幸福的一小步，是茂名民生改善的一大步。
過去五年來，茂名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人民生活實現較

大改善。就業形勢穩定，新增轉移就業83.9萬人，總數達到
183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維持在90%以上，城鎮失業率控
制在3.5%以內。人民群眾收入穩步提高，2010年茂名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是2005年的1.55倍
和 1.48 倍，分別達到 14360 元和 6802 元。教育事業快速發
展，2011年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88%。在全省率先完成所
有農村薄弱衛生院改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
99.5%，人均籌資水平從 2006 年的 40 元提高到 2011 年的 230
元。社會保障水平提升，五大險種全部實現市級統籌。4 個
縣（市、區）啟動 「新農保」工作。保障性住房建設加快，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條件明顯改善。建成平價商店107家，佔
全省 1/7。扶貧開發 「雙到」工作基本實現 「三年任務兩年
完成」的目標。圓滿完成墳川縣銀杏鄉援建任務。全力辦好
「十件民生實事」。

在去年11月底召開的茂名市第十次黨代會上，茂名市委
書記鄧海光在工作報告中大篇幅談及民生問題，提出將在未
來五年着力抓好 「六大建設」，全力增加居民收入，加快社
會事業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創新社會管理，推進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

問政於民：開全民票選民生實事先河
怎樣才能把民生好事做到群眾的心坎上，如何才能讓民

生實事真正成為解決人民群眾最急、最盼的事呢？茂名市委
書記鄧海光把這些最易而又最難回答的問題拋向群眾，創造
性地提出民生事、人民定，倡導開門辦民生實事的 「茂名模
式」。去年初，市委市政府率先展開聲勢浩大的民生實事大
討論活動，向全市人民公開徵集 「十件民生實事」意見，開
創全民票選民生實事的先河，活動以選帶議、議選結合，規
模大、影響廣，全市數以百萬人參與熱議熱評，收到各種形
式的投票311910張。全市各地、各單位隨後分別確定各自的
「十件民生實事」，迅速形成一個以 「十件民生實事」為龍

頭的金字塔式的 「民生實事寶庫」。這樣的討論、評選活動
不僅使黨委政府要辦的民生實事更順民意、更合民願，還有
效地增強了全市各級解決群眾切身利益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更有效地把廣大幹部群眾的注意力集中到抓落實、促發展，
共建共享幸福茂名上來。

利民惠民：走民生工程全覆蓋之路
民生大於天，幸福最關情。茂名市致力走好民生工程全

覆蓋之路，市委市政府及時制定實施以 「民生優先、公平正
義、環境友好」為重點的《建設幸福茂名專項規劃》，加大
財政投入，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召開市、縣（市、區）、鎮
（街道）三級幹部以及老同志共1300多人參加的市委工作會
議，部署實施 「就業民生工程」、 「醫療民生工程」、 「教

育民生工程」、 「社保民生工程」、
「住房民生工程」、 「城鄉清潔工程」、
「文化民生工程」，不斷完善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推進社會
公共服務均等化。市財政將因公出國出境經
費、公務用車經費、公務接待經費分別削減 20%、15%和
10%，節省下來的錢全部用於民生建設。2011年，茂名市九
大類民生支出增長31.8%，佔全市支出的67.6%，增幅和比重
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近 10 個百分點。教育、社會保障、就
業、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社會治安和 「9‧21」特大暴雨
災後復產重建等民生工作得到省委常委會調研組的高度評價
和充分肯定。

執政為民：
創社會監督民生實事落實模式

為政之要，重在落實，貴在執行有力。梁毅民市長到茂
名工作後，直接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 「抓落實的操作手」，
把人民群眾選出來的民生實事，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向社會
作出莊嚴承諾，強力推進。全市各地、各單位對確定的民生
實事實行項目化管理，做到明確任務和標準、明確責任單位
和責任人、明確資金來源、明確工作措施、明確時間進度
「五個明確」，公諸於眾，確保落實和承諾兌現。為加強社

會對政府的監督，市政府專門邀請60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組成20個監督小組，對各項民生實事進行監督檢查，定期向
全社會通報進展情況，自覺接受群眾監督。

富民安民：
探索以民生為抓手的社會建設新路

茂名市從機制體制、政策措施上做好統籌安排，全力富
民安民。主抓社會建設的市委副書記劉毅提出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為抓手推進社會建設。圍繞 「基本民生」，加快農村剩
餘勞動力培訓轉移，2011 年已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 16.4 萬
人，完成年度任務的121%。圍繞 「底線民生」，發動大學生
志願者 1000 多人深入城鄉普查，修改完善全市 20 多萬名民
政對象信息數據庫。對城鄉孤兒、農村 「五保戶」、城鎮
「三無人員」實行 100%救助。以財政撥款的方式對 80 歲以

上老人發放政府生活津貼，每人每年可領取 360 元到 4800
元，全市24萬名老人受優惠。解決了農村群眾45.7萬人飲水
難和 113 萬人飲水不安全問題。圍繞 「熱點民生」，加快
「9‧21」特大暴雨災後復產重建工作，扶貧開發 「雙到」

工作三年任務兩年完成。作為南方油城、全國最大的石油化
工基地，2010年市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100%，其中優良
的天數達到 235 天，酸雨頻率從 2008 年的 67.4%下降到 2010
年的6.7%，從根本上改變了茂名市區重酸雨污染狀況。在外
出務工人員子女就學、社會治安、食品藥品安全等方面實行
重點突破。

茂名市委書記鄧海光指出，目前茂名仍屬於經濟欠發達
地區，但並不意味着社會建設就要落後於其他地區，我們必
須確保社會建設不掉隊，緊緊抓住解決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
這一 「牛鼻子」，抓出重點、抓出特色，積極探索出一條加
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好路子，努力在社會管理體制
上實現新突破，創造 「茂名模式」。

近日，茂港區羊角鎮關工委的老同志到羊
角中心小學，以獨特的木偶戲唱腔的形式向
1800多名學生進行宣傳。早上8時，全校師生
集中在操場，關工委的老同志、羊角鎮的離休
幹部坐在講台上，在簡單的開場白後，該鎮關
工委主席劉錦成便在幾聲鑼鼓響後，以木偶腔
唱開了：鑼鼓響響叮，麻煩各位聽一場……

抑揚頓挫的唱腔配上鑼鼓，這種 「上課」
的形式對學生們來說是新鮮的，他們靜靜地聽
着，聽到精采處就報以熱烈的掌聲。唱完後，
劉錦成對唱詞進行了詳細的解釋。隨後，老同
志們又為學生們講當地的革命鬥爭故事和 「番
薯昌」因不認真學習而學壞被判刑的故事，最
後要求同學們認真學習，遵守紀律，做社會有
用之材。

春節長假過後，茂名各汽車站、火車站內
多達 140 多萬的外出務工人員如潮水般向外湧
去。湧潮過後留下來的是數量全省排名第一的
留守兒童少年大軍 51.36 萬，佔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人數的49.16%，其中在校住宿的中小學生
僅佔學生人數的21.08%。這樣一來，外出務工
人員與留守兒童之間就出現了許多問題，引發
了社會管理的難題。對此，茂名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視，勇於挑起這副擔子，把它作為一項
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工作來抓。

如何做好一項工作，理清思路是關鍵。茂
名市委、市政府決定向思路要出路。如何定思
路？市委、市政府牽頭，組織婦聯、教育局、
民政局、關工委、共青團等部門聯合起來，集
思廣益共同開展推進工作。首先，在全市範圍
內進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調查摸底，造冊建
檔，為出台專門政策備好充分第一手材料。在
掌握實際情況基礎上，結合相關部門的工作實
際，市委、市政府多方聽取專家意見，多次下
基層調研，高瞻遠矚，定下工作思路：興辦外
出務工人員子弟學校，全面關愛留守兒童，創
新社會管理 「茂名模式」。思路確定後，市
委、市政府馬上通過會議、現場會、文件通知
等形式，部署下一步工作。

如何做好一項工作，充足資金是保障。茂
名市委、市政府以 「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援助
為輔，吸納民間資金」為原則多渠道籌措資
金，為加快對外出人員子弟學校的改（擴建）
工作提供強而有力的資金保障。通過多方不懈
的努力，外出務工人員子弟學校改（擴建）工
作的資金問題已經得到了較好的解決。

目前，茂名地區外出務工人員子弟改（擴
建）學校工作已全面鋪開並初見成效。改建已
全面竣工的學校有高州市南關小學、金塘鎮一
小等；擴建面積較大，目前已基本完成的有信
宜市第四中學；電白縣在縣城新建一所高起
點、高標準的九年一貫制寄宿學校，校園選址
一定在鼓樓教育園內，總投資5500萬，經驗豐
富、教學成績突出的優秀教師，新教師則每年
從國家重點大學的應屆畢業生中招聘進來。新
老教師上崗前都需要進行針對性的培訓，上崗
後進行定期培訓，使他們勝任外出務工人員子
弟學校的要求。每所學校配有高素質的保育
員、醫衛員，他們從生理和心理健康上培養學

生們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培養學生們的文
化藝術興趣，社會交往能力。硬件設施方面，
校內有學生（教師）飯堂、學生宿舍、校醫
室、電腦室、音樂室、體育場以及相應的配套
設施，甚至還有優惠電話吧、親情視頻間等。
現在就讀於楊梅寄宿學校的五年級學生小宇就
自豪地說： 「在學校裡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快
樂。老師不僅教給我們知識、人生道理，還教
會了我們下圍棋、踢毽子、吹笛子，真太好
了。」

據統計，茂名全市已建立了 「希望家園」
17 家， 「一對一」幫扶農村留守兒童 3 萬多
人。茂名已定下目標：2012年3月前，每個縣
（市、區）建成一所外出務工人員子弟學校；
2012年9月前，每個鎮建成一所外出務工人員
子弟學校。茂南、茂港、信宜、高州、化州、
電白各縣（市、區）外出務工人員子弟學校建
設分準備階段、實施階段、驗收階段進行實
施，至2012年2月28日驗收完畢。各鎮外出務
工人員子弟學校建設也分階段進行，至2012年
8月31日完成驗收。

隨着學校改（擴建）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
開，留守兒童問題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
響，形成了一股全面關愛留守兒童的熱潮。茂
名市婦聯聯合市教育局率先開展 「家庭教育大
講堂進社區（鄉村）」活動，引導留守兒童監
護人樹立科學的家庭教育理念，運用恰當有效
的家庭教育方法，為留守兒童健康快樂成長營
造良好家庭環境。茂名市婦聯、關工委等部門
組建家教指導員隊伍，深入到各鎮村為留守兒
童開展面對面家庭教育活動，幫助他們解決學
習、生活中遇到的難題。茂名市的其他機關、
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學生、群眾等也都紛
紛參與到關愛留守兒童活動來。他們開展了
「愛心父母牽手大聯盟」、 「茂名青年關愛留

守兒童行動」、 「七彩夢·飛起來」夏令營活
動、 「南粵會親·油城會親」、 「希望家
園」、 「我的第一個書包」、 「愛心圖書
室」、 「朝陽快樂周末營」、 「校企手拉
手」、 「免費體檢」等豐富多彩，健康有益的
活動，給留守兒童帶來了春天般的溫暖和快
活。

在茂名這塊土地上，有一種大愛，正潛行
着、蔓延着；有一種力量，正激揚着，沸騰
着。興辦外出務工人員子弟學校，全面關愛留
守兒童，創新社會管理 「茂名模式」，十分值
得關注。

創新社會管理 關愛留守兒童

經歷過 「凡亞比」 颱風和官場地震的雙重衝擊之後，茂名市委、市政府新領
導班子在帶領人民振奮精神、樹立信心、重塑茂名新形象的同時，大手筆建設民
生工程，去年集中辦好 「十件民生實事」 和 「五大民生工程」 ，落實教育、文
化、醫療衛生、扶貧等各項提高民生的措施。茂名市委書記鄧海光表示，將千方
百計實現城鄉居民充分就業，創造條件讓群眾擁有更多的財產性收入，並穩步推
進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 「縮差共
富」 步伐，致力打造和諧茂名、幸福茂名。 本報記者 周子灧

鄉村戲劇

茂名首條綠道開通

茂名新農村

茂名是著名的南方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