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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本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十三五”期间,全区民生投入累计达817亿元，年均增长10.8%，占财政支出比重67%

民生数据折射幸福生活

民，乃城之本。

“人”是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根本。过去十

年，南海常住人口净增90多万，目前常住人口超

370万。巨大的人口流量，为南海城市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伴随而来的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

多元，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情境。

民生，事关千家万户，事关“国之大者”。

鲜明的民生底色，是幸福之城的最好注解。

十年间，南海四度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民

生数据折射幸福生活，民生关切变成民生福祉，基

层社会治理走向善治。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是

南海的愿景，更是南海的行动。

在这座活力之城，民生善政，让幸福像花儿一

样绽放。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砥砺

前行。超370万南海人既是

南海城市建设的见证者也是

参与者，是基层治理的受益者

也是实践者。

今日之南海，城镇化率

已经超过96%，与之伴随的

是城乡社区从传统熟人社

会形态向陌生人社会转变，

以前，诸如“花钱把村搞靓

有什么用，还不如多分些钱

更实际”“社会治理是政府

的事，与我们何干”的声音

不时听到。

猛药治沉疴。面对日益

增加的社会治理压力，南海全

力推进南海改革发展的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1114”工作体

系，聚焦治理末梢，鼓励和支

持企业行业、群团组织、社会

群众积极参与基层自治，破题

“政府干，群众看”基层治理困

局。

南海的路径，早有迹可

循。

11年“创熟”，激活了居

民自治力，推动“生人社会”变

“熟人社区”。2011年，桂城

率先在全国提出创建“熟人社

区”；2021年，“创熟”经验被

推广至全区各镇街的更多社

区。目前，南海正在70个城

市社区全面铺开“创熟”工作，

并选取 10个农村社区开展

“创熟”试点。

如今，4300多名楼长、

巷长、街长发挥着积极作用，

已解决社区问题逾7000例，

化解邻里矛盾纠纷3000多

宗，累计开展社区活动1万余

场次。

在许多农村社区，群众正

从“同住一个村”向“同护一个

村”转变。

在九江镇敦根社区，“两

委”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带头

打扫村道卫生、清扫积水。渐

渐地，群众从打扫自家庭院到

加入街坊会，志愿服务社区，

扮靓家园。经过2年多的探

索实践，这条卫生黑点多、社

区治理力量薄弱的“后进村”，

逐步形成了“1258”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模式，成为基层治理

“示范村”。

在里水镇“亿元村”河村

社区，每年提留40%的集体

收入再发展是全村人一致同

意的“硬指标”。村集体“家底

厚”，河村社区既能铆足干劲，

推进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又

能大手笔投入，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迈向“净绿美”，走出了以

产业反哺乡村的产村融合之

路。

一人行快，众人行远。

在南海，一场瞄准基层所

需的“万人志愿行”——“百队

千社万人行”志愿服务行动，

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南海

将集结数百支志愿服务队，覆

盖千个以上经济社，共同找准

村（社区）及经济社治理需求、

精准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让

志愿服务的光热照到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以实际成效带动

“万人行”。

显而易见，在这片热土之

上，党建引领基层善治的“星

星之火”正逐步形成“燎原之

势”。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就业岗位、上学学位、医疗床

位、停车车位……过去十年，

南海将“民生清单”兑现成百

姓“幸福账单”，一笔一画，勾

勒出市民可见可感的“小幸

福”。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家住狮山镇罗村的空巢

老人刘姨，在“南海健康”小

程序上“点单”请人上门清

洁，这一订单很快转至南海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发包”，由入库服务商为她提

供服务。

2017年，南海在全省率

先上线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

台，为长者提供 144项养老

服务。而今，南海以智慧养老

综合服务平台为“网”、机构养

老为补充、社区养老为依托、

居家养老为基础，构建“一网

三层”立体养老服务体系，一

个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

正在形成，让长者从“养老”走

向“享老”。

养老有依靠，病患也有

“医”靠。

因为身患糖尿病，家住夏

南一社区的吴姨需要定期去

医院复诊、拿药，“自从签约了

家庭医生，我不但能享受免费

健康咨询服务，糖尿病复诊和

取药问题也一并解决。”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南海 2013年开始搭建

区、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至今基本建成“15分钟

就医圈”。截至2022年，全

区病床床位数超万张，比

2012年增加超3000张；居

民门诊和住院次均医疗费用

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在南海，这样的幸福体验

日益细微、多元、充盈——

“我有明确的目标，奔着

软件测试类工作来的。”在南

海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

华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彭

序斌与心仪单位“牵手”成

功。十年间，市民就业“饭碗”

更稳，职业选择更多。全区城

镇登记失业率从2012年的

2.3% ，降 至 2017 年 的

2.29%，再降至 2021年的

2.28%，与广州、深圳水平接

近。

“我会帮妻子分担一些家

务，她很开心，家里每天都欢

声笑语。”自从文华北路北延

线通车后，市民刘浩宇每天

可以多“挣”半小时陪伴家

人。时间在飞逝，内联外通

的交通路网在南海加速生

长，轨道交通由线到网，南海

人住进了轨道城市。

改善民生没有休止符，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锚定

民生所需，南海定能把更多民

生关切变成民生福祉，绘就幸

福底色。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市民开心地游玩古村。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今年教师节前，“南商教育

基金”奖教奖学大会表彰一批

优秀教职工、优秀学生和“有为

家庭”。7年来，“南商教育基

金”累计表彰奖励优秀教师、学

生和团队超17000人次，优秀

家庭800多个。

三尺讲台系国运。越来越

美好的南海教育里，蕴含着南

海民生领域的温度和厚度。党

的十八大以来，南海坚持改善

和服务民生，让更多“真金白

银”流向民生领域，托起群众

“稳稳的幸福”。

“十三五”期间，是南海区

历史上发展最快、质量最好、变

化最大、民生改善最多的时

期。这几年，南海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推进就业形势持续稳

定，民生保障安全网织密扎牢，

全区城乡居民收入均衡水平位

居全国前列。全区民生投入累

计 达 817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0.8%，占 财 政 支 出 比 重

67%。

这些民生数据，都折射在

南海人民的幸福生活里。

“南海的孩子是幸运的，优

质均衡、面向全体学生、办好每

一所学校，这是美好的南海教

育，我女儿便是其中的受益

者！”女儿徐依婧从南海艺术高

中走向中央音乐学院，徐敏发

自肺腑地感谢南海教育。

如何让教育更美好？教育

投入是最直接的表现。2016
年至 2020年，南海每年拿出

四分之一的政府财政支出投入

教育领域，累计新建扩建中小

学校80所，新增优质学位超8
万个，擦亮“品质教育，学在南

海”的金字招牌。

劳逸结合，人生至乐。闲

暇时刻，市民郭海柏总喜欢到

家附近的半月岛生态公园遛

弯，“历时5年改造的公园配套

设施更完善，更方便居民休闲

娱乐。”

在南海，随着公园化战略

的实施，大小公园在南海“遍地

开花”，南海的绿地面积从

2012年的1627万平方米，增

至 2021 年的 2686 万平方

米。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是

日常，抚慰人们在城市中焦躁

不安的心。

数据无言，掷地有声。弹

指十年，一组组“硬核”的数据，

一张张发自内心的笑脸，诉说

着南海的幸福巨变。

“民生清单”兑现“幸福账单”

让“生人社会”变“熟人社区”

民 生 投 入

数读民生十年答卷

“十三五”期间，南海民生投入累

计达817亿元，年均增长10.8%，占

财政支出比重67%。

南海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12年

的2.3%，降至2017年的2.29%，再

降至2021年的2.28%，与广州、深圳

水平接近。

南海绿地面积从 2012 年的

1627万平方米，增至 2021 年的

2686万平方米。

南海病床床位数从2012年的

7041张，增至2017年的8224张，再

增至2021年的10074张。

南海2016年至2020年累计新

建扩建学校80所，增加学位近8万个。

截至2021年底，南海共有养老机

构24家，养老床位7000多张，社区幸

福院256家。

南海自2011年“创熟”以来，累计

有超4300人成为楼长、巷长、街长，他

们已解决社区问题逾7000例，开展社

区活动1万余场次。

病 床 床 位

学 位

登 记 失 业 率

绿 地 面 积

养 老

创 熟

■学生幸福快乐成长。(资料图片)

■小朋友在公园玩耍。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