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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增收全国领先

短短24小时，线上消费支付实时金
额高达84.6 亿元。在“双12苏州购物
节”的第一天，苏州人强劲的购买力引发
关注。“剁手”的实力和底气，来自日益鼓
起来的腰包。今年前三季度，苏州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37万元和
2.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2.9%和5.5%，

“能挣会花”实至名归。
“苏湖熟，天下足”，苏州自古富

庶。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先是“从农转
工”，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大力发展乡
镇经济；而后“从内转外”，通过兴办开
发区推动外向型经济迅速起飞；再是

“从量转质”，在全球范围内集聚资源抢
先布局创新型经济……曾经的“鱼米之
乡”，一步一步成长为中国“最强地级
市”。有了扎实的产业基础，苏州的“富
民文章”越写越精彩。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曾经，
“三农”被认为是全面小康最突出短板，
促进农民增收，更是其中的难点。2001
年起，苏州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
化、资本股份化”的改革思路，大力发展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和农
民专业合作“三大合作”，农民以固定资
产或资金入股，通过资本纽带，以股东
的身份参与经营分红，形成了集体经济
与广大农民持续共享增值收益的长效
机制。

“我们挣得不比城里人少。”在常
熟市支塘镇蒋巷村财务室，老会计张
明华展示了村里历年来的“分红清
单”。自 2008 年首次发放股份分红
后，分红数字每年都有增长。去年，全
村人均现金收入 5.25 万元，加上人均
社区股份制分红 1 万元，已经超过了
当年度60109元的苏州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苏州的探索没有止步。为了让更多
农民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苏州于2014
年出台“一村二楼宇”政策，鼓励和支持
集体资产通过投资开发商业用房等经营
性项目，参与到城市开发的进程中来。
这一创新举措，既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也让已经“上楼”的村民共享集体资产的
投资收益。

在苏州高新区狮山横塘街道，14个
农村股份合作社抱团发展，组建了江苏
省内首个农村社区股份合作联社。12
月6日，由该合作联社投资16亿元打造
的“星韵商业中心”商业综合体投用，这
是目前省内体量最大的富民载体。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产生的租金收
益，将为合作联社的2.5万农民提供稳

定分红，同时还能提供近500个
工作岗位。

数据显示，2019年，苏州
农村集体总资产达 3046 亿
元，村均可支配性收入达

936万元。一大批“强村”“富村”密集涌
现，让苏州成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最小的区域之一。

目前，苏州全市农村基本实现“家家
有资本、户户成股东、村村有物业、年年
有分红”，持股农户占比达96%。今年前
三季度，苏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为 1.918，相较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年的1.962、1.958和1.952，呈现出
逐年递减、降幅增大的趋势。

公共服务优质均衡

“我喜欢热闹，装了电梯，上下楼串
门方便了。”前不久，苏州工业园区斜塘
街道，改造一新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迎来首批45名回迁老人。在志愿者搀
扶下，老人们住进了期待已久的“新
家”。

让“银发族”过上幸福生活，是全面
小康的重要内容之一。截至去年底，苏
州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185.67万，
老龄化率达25.69%，老年人口基数大、
增长快、空巢化趋势明显。面对这一民
生痛点，苏州建立起“90%的老年人居家
养老、6%的老年人社区养老、4%的老年
人机构养老”的“9064”服务格局，勇闯居
家养老夜间照护的“无人区”，加快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最大民生
普惠！近年来，苏州切实解决好包括养
老在内的一系列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构建城乡均等
公共服务体系。2019年，城乡公共服务
支出168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比重78.7%。

看教育：在今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公共服务
质量监测结果”上，苏州市公共教育领
域满意度得分位列全省第一、全国第
三，其中，教育教学水平、师德师风、教
学设施设备、校园安全等多项细分指标
遥遥领先。

“办好老百姓满意的教育”是民生大
计，今年以来，苏州教育在扩大资源供
给、提升发展层次、实施素质教育等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12月初，省内三地被认
定为江苏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市、区），苏州独占其二，张家港、太仓双
双上榜。

看医疗：苏州自 2016 年起开展
“531”行动计划，“急病要急”的协同救
治、“慢病要准”的联合防治、“无病要防”
的综合干预体系逐渐形成。2019年，中
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77.3岁，比2018
年增长0.3岁。其中，苏州的人均期望寿
命高达83.82岁，较“十二五”期末提高了
0.95岁，位居全国第一。

对健康长寿的美好期待，需要强大
的医疗服务提供支撑。当前，苏州正聚
力补足健康资源短板，加速开发信息化

平台，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目标在“十四
五”期间，实现全市三级医院数量增长
50%，建立健全“布局合理、结构科学、水
平领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看文化：点点手机，文化服务“送
上门”。2019 年开始，苏州创新开展
苏州市公共文化服务配送活动，通过

“菜单式”点选、“订单式”配送，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
单”转变，为百姓提供更“可口”的公共
文化产品。

包括公共文化配送在内，苏州多措
并举，高标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今年，苏州完成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全覆盖，
全年举办活动803场，覆盖182个村（社
区），服务群众8万人次，全市人均公共
文化设施面积达0.42平方米，公共文化
服务硬件基础全国领先。

在被称作“国内第二大移民城市”的
苏州，“苏式”服务同样惠及“新苏州
人”。在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每当夜
幕降临，村里的图书馆总是准时亮起灯
光。这个全国首家村级24小时自助图
书馆，如今已成“网红”。“很多初次来打
卡的读者惊讶地发现，这里竟订阅了全
国各地的几十份报纸。”图书馆志愿者张
琰说，“这是为村里的‘新苏州人’订的，
每一份报纸标签上的数字，就代表着这
个省份有多少人在永联工作。”这个坚持
多年的小小举动，让众多奋斗在永联的
异乡人倍感亲切。

社会保障托底有力

“之前一直担心，不捕鱼了，靠什么
生活？”53岁的退捕渔民徐宝金说，感谢
政府的帮助，现在的新工作、新生活都不
错。目前，他是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负
责吴中区越溪街道溪东新村四区的垃圾
分类工作，月薪4000元左右。

今年以来，苏州已举办各类禁捕退
捕渔民招聘会 42场，提供岗位 14835
个，全力以赴帮助禁捕退捕渔民就业。
在12月初的一场公益性岗位专场招聘
会上，不少单位将招聘年龄放宽到了50
岁左右，部分单位还针对渔民特点，开发
出了摇橹船船娘、索道扶篮工等新工
种。截至目前，全市9839名建档立卡核
定渔民中，已有9317人完成转产转业，
占比近95%；应纳入社会保障人数9429
人，已全部纳入；所有退捕禁捕渔民都已
参加医疗保险。

“小康路上，一户也不能少、一个也
不能落。”2004年，昆山率先实施农村基
本医疗保险，实现农村医疗保险全覆盖，
31万农民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刷卡看病。
从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开始，苏州社会
保障工作不断“更上层楼”：2011年，实
现城乡低保并轨；2012年，实现城乡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并轨，率先在全国实现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2018年，
在全省率先建立因病致贫家庭
生活救助长效机制，城乡低保标
准保持全省首位……

当前，苏州正结合市
级统筹大力建设医疗保
障“一卡通”项目，预
计到今年底，大
市范围内所有
人员不分参保地
域、不论参保身份、
不用申请备案，均能在
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药
机构公平享受刷卡就医购药
服务。预计到2022年底，苏州
在“一卡通”的基础上，全市医保将
实现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
理、经办管理、定点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的“六统一”，全面实
现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
保险市级统筹。

今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
来 的 严 峻
挑战，党中
央作出“六稳”

“六保”重大决策
部署，苏州的表现可
圈可点。今年 2 月，苏
州在全省先行兑现稳岗返
还政策，4月起又对住宿餐饮、
批发零售、文化旅游等四类受疫
情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给予两个
月的失业保险应急稳岗返还，更大
程度帮助企业减轻用工成本。截
至10月底，苏州全市累计发放
稳岗返还金达22.79亿元，
占 全 省 发 放 总 量 的
27.09% ，惠 及 企 业
27.98 万户次，稳定岗位
406.97万人次。

“我们把100多万元的‘应
急稳岗返还’扶持资金全部用在了
员工身上，向他们发放生活补贴，帮助
他们提升技能。”在吴江，苏州宏泰酒
店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姜露露说，“这笔钱真
是雪中送炭，帮助我们在关
键时期稳住了员工队伍。”

稳就业就是稳民
生、稳发展，苏州各
项 指 标 强 劲 复
苏。截至11月
底，苏州全市有
效用工备案人数为
537.68 万人，较上月
增加 3.84 万人，环比增
长0.72%；较去年同期增加
11.92万人，同比增长2.27%；
较去年末增加11.42万人、增幅
2.17%，再创历史新高。

■ 本版撰稿 孟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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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日子都过得殷实”“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
务。”牢记谆谆嘱托，肩负时代重任，苏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推进民生大事、关键小事。

如今在苏州，伴随着一个个富民举措不断实施、一个个创新探索不断涌现、一个个民生高地不断
刷新，民生福祉正加快由满足基本需求向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转变——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质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百姓富”的成果可享可感，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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