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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正逐年建立维修资金，确保每年每平方米1
元的棚改小区维修资金落实到位，市财政对各城
区配套按每年每平方米0.5元的标准安排房屋
维修资金。

抚顺棚改前后对比

棚改前 全市1/4人口居住在棚户区，人
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

棚改后 50万人住进新房，累计拆迁619万平方
米，安置928万平方米。

棚改前 棚户区平均每 10 户家庭中仅
1.34人有稳定的就业岗位。

棚改后 棚改新区内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人
员100%实现就业再就业。

棚改初期 在制定棚改新区物业费收费标
准时，制定了较低的每平方米 0.1 元至
0.3元的标准，物业部门也没有征收房屋
维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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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不仅是一个大规模
的住房解困工程，而且是一个大规
模的就业工程。

“搬进新居，生活成本相对提高
了，这是棚户区居民曾经顾忌的一
个大问题。”望花区北厚社区党总支
书记白艳杰坦言，当时，居民大都处
于下岗或失业的状况。针对这一现
实，社区成立了再就业培训基地，建
立无围墙工厂，广开就业渠道。

今年53岁的顾凤英说，搬迁之
前，她和爱人都已经失业，没有固定
收入。拆迁那会儿心里确实打鼓，
这么好的房子能住得起吗？

搬进新居不久，顾凤英参加
了社区开展的月嫂培训班，成为
一名月嫂。现在，她已是北京一
家家政公司的金牌月嫂，月收入
过万元。

如今，顾凤英再不为生活发愁，
不仅有了存款，还买了汽车，一家人
每年都要出去旅游两三回，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针对特殊群体居民，政府还提
供公益性岗位进行安置。居民钱小
雷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其父母身体

也不好，全家人就靠吃低保过日
子。2014 年，在社区的帮助下，钱
小雷考取公益岗位，成了一名社区
保洁员，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也变
得多姿多彩起来。“当年的苦日子终
于过去了！”如今的生活让钱小雷格
外感慨，也倍感知足。

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办
公室副主任孟宇光介绍，棚改伊始，
抚顺市就业部门就坚持回迁一户、
建卡建册一户，摸清了所有人员特
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

针对棚改回迁居民文化水平
低、就业能力差和年龄偏大的情
况，开展了“订单式”“援助式”“组
合式”“输出式”等多种方式的普
惠制培训。同时，制定棚改新区
创业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扶持无
围墙企业、社区服务业、家庭手工
业，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等办法
拓宽就业渠道。

众多棚改回迁居民双喜临门，
他们既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又
有了称心如意的工作。目前，抚顺
棚改新区内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
的人员已全部实现就业再就业。

广开就业渠道，让居民住得上住得稳

“以前，查办案件主要依靠群众来信、来访，一类问题只能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现在，一个‘死亡
领补监察模型’就碰撞出问题数据1.05万条，涉及计划生育奖补、低保、高龄补助等多项资金。这大
大提高了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可以统一核查处理，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了。”提起民生资金大数据平台，西丰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张春来感触颇深。

强化实时监督，主动发现问题，让民生资金在阳光下运行。西丰县在我省先期探索建立民生资
金大数据平台，运行两年来效果如何？破解了哪些难题？群众有何反响？记者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破解资金短缺、物业管理、就业三大难题

让50万抚顺人安居又乐业的背后
本报记者 崔振波

安居梦就是老百
姓的幸福梦。

曾经，抚顺1/4的
人口居住在低矮破旧
的棚户区。地面下
沉、房屋开裂的采煤
沉陷区和农村危旧房
中，人均居住面积仅
为3.6平方米，平均每
790 户共用一座公
厕，93％的居民靠燃
煤取暖、做饭。

棚户区平均每10
户家庭中仅有 1.34
人有稳定的就业岗
位。每月人均收入仅
188元，72%的居民
处于低保及低保边缘
状态，依靠自身力量
无法改善住房条件。
住上好房子是居民的
共同期盼。

民之所望，政之
所为。从2005年起，
抚顺市开始进行以城
市棚户区改造为代表
的，包括采沉区避险
安置，林区、垦区棚
改，农村危旧房改造
等一系列安居工程。
截至2019年底，全市
共投入资金176.3亿
元，累计改造各类棚
户区 15.84 万户，安
置 928万平方米，受
益50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保
障性安居工程，抚顺
市是如何解决资金问
题，让百姓住上新楼
的？如何建立长效机
制，做好物业管理，让
百姓住得好的？如何
解决就业难题，让百
姓住得安稳的？请看
本报调查——

“以前的小平房阴暗潮湿，一年
四季不见光。你看现在家里多敞亮，
住着真得劲儿！”9月11日清晨，东洲
区莫地社区居民王桂芝一边给阳台上
的盆栽浇水，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

自从搬上楼房，王桂芝爱上了养
花，家里大大小小五六十盆盆栽，让
整个房间充满花香，沁人心脾。从脏
乱差的棚户区迁居至功能齐全的棚
改新区，王桂芝又多了一份惬意。

棚改前，王桂芝一家四口挤在一
间2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冬天漏风、夏
天漏雨，住上新房是一家人的梦想。

2004年，抚顺市决定开展棚户区
改造工程，第一个要改造的地方就是
莫地社区。梦想照进现实，本该高兴
的王桂芝却愁了起来。“买楼房，哪有
钱啊？”王桂芝说，那时自己和丈夫所

在的企业破产了，两人打工的收入也
就刚够生活，哪有多余的钱买楼啊！

然而，让王桂芝等棚户区居民意
想不到的是，政府出台了“少花钱住
新房”的政策。抚顺市实行了拆一补
一不收款、增加面积每平方米缴纳
600元的优惠政策，户均受益5万元。

按照政策，王桂芝只花了 1.5 万
元就住上了新楼。

棚改涉及全市 50 万人，居民们
少花钱、不花钱住上楼房的背后是政
府的巨大投入。如此大规模的普惠
式安居工程，仅靠地方财政难以支
撑，资金问题怎么解决？

“在项目运作上，对不具备市场
化运作条件的棚户区土地，由政府操
盘进行改造；对有商业价值的，采取
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棚户区改造。”抚顺市住建局
住房保障科工作人员赫静姝告诉记
者，在资金方面，棚户区居民基本没
有自筹能力，各级财政无力承担。为
此，抚顺市创新走出了一条“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的棚改新路。

抚顺市采取了“九个一块”的办
法，即政府补一块、政策减一块、企业
筹一块、个人掏一块、市场挣一块、银
行贷一块、社会捐一块、单位帮一块、
工程省一块，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
了资金问题。

2005 年到 2019 年，抚顺通过政
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接连进
行 3期大规模改造工程，将棚改的范
围延伸至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和采
沉棚户区居民的安置搬迁，让 50 万
人圆了安居梦，过上幸福新生活。

少花钱住新房，“九个一块”解决资金难题

如果说住得上是抚顺棚改的第
一关，那么让居民住得好就是不可回
避的第二关。

棚户区贫困群体聚居，抚顺在制
定棚改新区物业费收费标准时，向居
民倾斜，制定了较低的每平方米 0.1
元至 0.3 元的标准。除此之外，物业
部门也没有征收房屋维修基金。

较低的物业费、没有维修基金切
实减轻了居民们的负担，但也为日后

的维修管理带来了很
大困难。

2013年起，莫地
社区的房屋质量问题
开始显现。今年70岁
的杨矿生是莫地社区
第一批动迁户，他告
诉记者，“经过十多年

的使用，下水经常漏水，供热管逐渐堵
塞，暖气也不如之前热了。”

同莫地社区一样，全市早期棚改
小区陆续进入大修期。为此，2018年
10月，抚顺市启动了涉及排水、照明、水
电等方面的早期棚改小区维修改造工
程。由政府买单，多方筹措资金5.9亿
元，对全市24个早期（2005年至2009年）
棚改小区实施维修改造。

到 2019 年底，抚顺市早期棚改
小区维修改造工程在全省率先告捷，
早期棚改小区旧貌换了新颜。

9月13日，记者在莫地棚改新区
看到，楼房外墙经保温处理后粉刷一
新，素雅别致，统一更换的防盗门规
整严密，一排排崭新的健身器械多样
齐全，小区硬化路面宽敞平坦。

为了解决棚改小区集中维修改

造的后续维养问题，集中投资修缮后
的棚改小区被纳入全市普通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的日常管理范畴，建立棚
改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按照相关政策，抚顺市逐年建立
维修资金，确保每年每平方米 1元的
棚改小区维修资金落实到位，市财政
对各城区配套按每年每平方米0.5元
的标准安排房屋维修资金。按市财
政每年 232 万元、区财政每年 463 万
元作为房屋的大修资金，逐年分别列
入市、区年度财政预算，专项用于棚
改小区后续维养。

抚顺市依托社区建立、完善棚改小
区居民业主委员会，选定市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对改造达标后的集中连片棚
改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让百姓享受到标
准统一、服务优质的物业服务。

建立棚改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解决维修难服务弱

民生政策全公开 查询网络全覆盖 监督查处全方位

西丰建智能化平台晒民生账本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文并摄

建民生资金大数据平台
接受群众监督

作为全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
县，近年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加快，省市扶贫力度不断加大，
有效促进了西丰县经济发展和农民
增收。但民生资金投放量大，点多面
广，难以监督到位，也出现了资金被
挤占、被挪用现象，甚至违纪违法案
件呈现易发多发态势。

晒好民生账本，是最好的“防腐
剂”。2018年 3月，为了深化“访走查
促”实践活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铁岭市把民生监督工作提上日
程。通过学习贵州经验，最终将西丰
作为试点。

对此，西丰县制定实施方案，确
定以科技手段为支撑，着手创建民生
资金大数据监督平台。从民生主管
部门的确立、民生项目的筛选，到全
县公职人员的基础信息采集等十多
项数据进行收集和录入，历时一个多
月，平台基础工作顺利完成。

民生资金大数据平台包括前台
和后台。前台为终端查询机，主要为
方便群众查询，接受群众监督。后台
属涉密事项，主要是对民生项目资金
分类、数据进行录入，并全程跟踪资
金发放和项目投入情况，可实时比
对、实时监控、实时发现问题。

“我们已经在全县 18 个乡镇、社
区和便民服务大厅投放了 21 台大数
据终端查询机，以前托人打听的事
项，现在轻松就可获知。截至目前，
查询量已达38万余次，而且使用率还
在稳步攀升。”西丰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冯连武告诉记者。

据 介 绍 ，去 年 6 月 ，在 平 台 原
有 数 据 基 础 上 ，西 丰 县 又 补 充 录
入 2013 年 至 2016 年 的 民 生 资 金
发 放 数 据 319.3 万 条 ，资 金 项 目 由
62 项 增 至 110 项 ，实 现 了 民 生 数
据 资 料 的 全 覆 盖 。 同 时 ，建 立 民
生 资 金 数 据 采 集 录 入 制 度 ，要 求

各部门民生资金发放数据第一时
间录入。

冯连武说，为了防止基层私自篡
改数据，他们采取多条线把关，“数据
导出来后，必须‘一把手’审核、签字、
盖章，还要上传电子版，确保每项民
生数据真实、准确，没有异议。”

平台运行智能化
线上线下全覆盖

录入数据不是目的，重点是要发
现问题、堵住漏洞。

西丰县专门为大数据平台设置
了数据自动比对的监督模块，以便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督促相关民生资金
主管部门整改。

“依托数据之间的关联性，监督
模块生成了诸多问题数据，各主管部
门信息横向不互通、动态监管机制不
健全的问题，在大数据监督面前就迎
刃而解了。”冯连武说，这体现了平台
运行的智能化。

为保证数据比对的准确性、全面
性，西丰县在原有17家民生主管部门
基础上新增11家，并研发了8个监察
模型，使监察模型增至 16 个。此外，
在各乡镇和 28 家县直民生主管部门
建立了大数据分平台，配备了民生监
督专职操作员，并发放分平台密码
锁、授予使用权限，进一步保证了数
据录入的准确性、及时性。

强化资金管理使用过程监督，督
促主管部门及时自我约束、自我监
督。大数据平台监督使“监督的再监

督、检查的再检查”成为主要抓手，既
有时效性又有精准性。后台通过统
计下级资金的累积实施情况，自动与
上级拨付资金进行比对，还可及时发
现弄虚作假等问题。

为做到对发现的疑点问题进行
及时核查，西丰县通过建立县、乡、村
三级监督网络，设立6个监督责任区，
按照各协作区所辖乡镇设 18 个走访
监督组，选聘 570 名村（社区）正风肃
纪监督员，实现了横到边、纵到底，监
督查处线上线下全覆盖。

对于如何有效解决基层群众对
惠民政策、资金发放的知晓难、监督
难问题，西丰县专门建立了“心系民
生查微腐”微信公众号和民生监督网
站，使网上网下信息互通、相互关
联。大数据平台上的有关事项，在公
众号、网站上就可查询。此外，大数
据平台充实了终端查询系统“公开
类”模块，“村务公开”“政务公开”“三
公消费公开”“脱贫攻坚”4 个栏目相
关信息一查便知。

突出智慧监督
确保提质提效

通过民生资金大数据平台对每
笔民生资金实施全程跟进、精准监
督，广大群众身边的不公平、不公正
微腐败问题开始减少，幸福指数不断
攀升。据信访部门统计，今年前 7 个
月，西丰县信访举报量同比下降7%。

“唤醒了党员干部敬畏法律法规
的意识，解决了一些过去一直想解决
而没能解决的顽疾，化解了部门监督
不到位的问题……一把钥匙同时打
开了多把锁”，这是西丰县纪委监委
对民生资金大数据平台的形象比喻。

2016 年 3 月，成平乡的罗某死亡
后新农保补助金一直未报停，大数据
平台建立以后，结合纪委“访走查促”
活动，罗某家属意识到自家多领钱
了，主动上交违规补助款2210元。平
台显示，到目前，全县党员群众已主
动退缴违纪款 43233.03 元。钱虽然
不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据冯连武介绍，通过平台碰撞转
核出的2636条问题数据，绝大部分涉
及玉米生产者补贴和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对这方面资金的骗取、挪用问
题，早在2006年县里就有了立案查处
案例，直到2018年我们还在查处这类
问题。平台建立后，这个顽疾也彻底
剜除了。”

就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最终工作
目标，明确职责、完善制度才是根
本。2018 年民生资金大数据平台
建立后，通过低保数据查验反馈，
敦促民政职能部门完善低保档案，
严格评定流程，加强公示监督，西
丰县当年就清退有问题低保人员
2648 人。

截至8月末，西丰县大数据平台录
入涉及民生项目资金数据1103.5万余
条，总金额75.6亿余元；比对出问题数
据19773条，金额1亿余元，涉及7851
人，目前已转出各类问题数据 19615
条。经初核，发现违规问题1021条，立
案110件，处分94人，问责167人，收缴
违纪款42万元。

民 生 资 金 大
数据平台，为基层
党员干部筑起了
一道廉政建设“防
火墙”，为广大群
众撑起一把民生
利益“保护伞”。工作人员在终端查询机前进行演示。

提要

载歌载舞的棚改居民。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莫地棚改新区鸟瞰。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