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

重建专项实施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ꎬ为有力有序推进“９５”泸定地

震公共服务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ꎬ依据灾害损失评估报告ꎬ根据

«“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ꎬ制定本方案ꎮ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ꎬ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ꎬ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决策部

署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ꎬ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ꎬ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ꎬ坚持“讲政

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ꎬ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９５”泸定地震恢复重建工作部署ꎬ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ꎬ

把功能恢复放在首要位置ꎬ兼顾发展提升ꎬ优先恢复重建与民生紧

密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ꎬ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

力和水平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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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原则

兜牢底线ꎬ均等可及ꎮ 牢牢把握基本民生需要ꎬ加快补齐短

板ꎬ优化资源布局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ꎬ提

高灾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ꎮ

恢复为主ꎬ兼顾提升ꎮ 统筹考虑恢复重建和发展提升需要ꎬ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ꎬ既注重安排满足当前重建需要的重点项目ꎬ又

适当安排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ꎮ

突出重点ꎬ有序推进ꎮ 聚焦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

和重点项目ꎬ科学合理确定重建方式、重建规模、建设标准和时序ꎬ

统筹安排、高效有序推进恢复重建工作ꎮ

科学重建ꎬ确保安全ꎮ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建设标准和技术规

范ꎬ严格落实灾害防范要求ꎬ确保将公共服务设施建成最安全、最

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ꎮ

第三节　 重建目标

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公共服务设施灾后恢复重建任务ꎮ 设施条

件恢复提升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弱项加快补齐、功能全面恢复ꎬ保

障能力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ꎮ 服务效能更加优质ꎬ公共服务资源

与常住人口挂钩、与服务半径挂钩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ꎬ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有效落实ꎬ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服务全达标、投入有保

障ꎮ 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ꎬ城乡间、人群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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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缩小ꎬ努力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

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ꎮ

第二章　 建设任务

第一节　 教育

加快灾区各级各类学校受损设施恢复重建、维修加固ꎬ补齐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缺口ꎮ 恢复重建学校项目 ４５ 个ꎬ建设规模 ３３ １２

万平方米ꎮ

设施恢复ꎮ 加快推进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甘孜州海螺沟

中学、石棉县王岗坪小学等恢复重建ꎮ 维修加固甘孜职业学院、甘

孜州海螺沟寄宿制小学、石棉县新民乡中心小学、石棉县希望小学

等受损校舍ꎮ

能力提升ꎮ 统筹灾区教育资源ꎬ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ꎬ合理有

序扩大城镇学校学位供给ꎬ不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ꎬ加快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ꎬ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ꎬ

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ꎮ

专栏 １　 教育设施

　 　 幼儿园:恢复重建石棉县王岗坪幼儿园ꎮ 维修加固石棉县幼儿园等 ５ 所幼
儿园ꎮ

小学:恢复重建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石棉县王岗坪小学等 ３ 所小学ꎮ 维修
加固甘孜州海螺沟寄宿制小学、石棉县草科乡中心小学等 ２２ 所小学ꎮ

中学:恢复重建甘孜州海螺沟中学等 ２ 所中学ꎮ 维修加固泸定县第一中学、石
棉县民族中学等 ９ 所中学ꎮ

职业院校:维修加固甘孜职业学院等 ３ 所职业院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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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医疗卫生

加快灾区受损医疗卫生机构房屋设施恢复重建、维修加固ꎬ维

修更新设备仪器ꎬ尽快恢复正常诊疗服务ꎬ保障群众看病就医需

求ꎬ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ꎮ 恢复重建医疗卫生项目 １２

个ꎬ建设规模 １１ ６６ 万平方米ꎮ

设施恢复ꎮ 恢复重建海螺沟景区人民医院、石棉县草科乡卫

生院、石棉县王岗坪乡卫生院等受损医疗卫生机构ꎬ维修加固石棉

县人民医院、泸定县磨西镇卫生院等受损医疗卫生机构ꎬ重点提升

海螺沟景区、泸定县、石棉县等地医疗服务保障能力ꎮ

能力提升ꎮ 完善远程医疗服务系统ꎬ提升医疗卫生信息化水

平ꎮ 依托县级医院ꎬ强化区域急救保障能力建设ꎬ推进县域医疗次

中心建设ꎮ 加强全科医生培养使用ꎬ推动乡村医师向执业(助理)

医师转化ꎬ提升县乡村卫生技术人才服务能力ꎮ 健全对口支援帮

扶机制ꎬ加大高水平医院帮扶力度ꎬ提高受灾地区医疗服务能力ꎮ

专栏 ２　 医疗卫生设施

　 　 市(州)级医疗卫生机构:恢复重建海螺沟景区人民医院ꎮ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维修加固泸定县人民医院、石棉县中医医院等 ７ 个卫生

机构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恢复重建石棉县王岗坪乡卫生院等乡镇卫生院 ５ 个ꎮ 维修

加固石棉县新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ꎬ泸定县磨西镇卫生院等乡镇卫生院 １６ 个ꎬ石棉
县新民乡小马村等村卫生室 １９ 个ꎮ

第三节　 文化体育

恢复重建灾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设施ꎬ修复加固文物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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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设施ꎬ有效保障群众公共文化体育服务需求ꎮ 恢复重建文化体

育设施项目 ４３ 个ꎬ建设规模 ４ ５５ 万平方米ꎮ

设施恢复ꎮ 恢复重建石棉县王岗坪乡综合文化站等受损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和村级多功能运动场地ꎮ 重建受损广播电视设施设

备及传输覆盖网络ꎮ 抢救保护和恢复受损文物ꎮ 恢复重建磨西天

主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受损房屋、设备设施ꎮ 维修加固石棉县图

书馆、甘孜州民族体育馆等ꎬ维修保护磨西天主教堂毛泽东同志住

地旧址ꎮ

能力提升ꎮ 依托现有设施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功能ꎬ提升

农家书屋服务能力ꎬ促进城乡社区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ꎮ

强化数字文化服务和流动文化服务ꎬ推广普及有线高清交互数字

电视机顶盒ꎮ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ꎬ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ꎮ

专栏 ３　 文化体育设施

　 　 公共文化:恢复重建乡镇综合文化站 ２ 个、新时代文化实践站(所)２４ 个ꎮ 维修
加固石棉县图书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１０ 个ꎮ 配置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备ꎮ

公共体育:恢复重建村级多功能运动场 ７５ 个ꎮ 维修加固甘孜州民族体育馆等
体育场馆 ５ 个ꎮ

广播电视:恢复重建无线发射台站 １４ 个、广播电视台(站)６ 个、广播电视传输光
缆干线 ７３０ 千米及配套传输设施设备ꎬ购置点位应急广播设备 ２２３ 个、直播卫星设备
７１００ 套ꎬ恢复重建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网、入户网、公共服务网点和乡镇广播电视传输
机房、村广播室等ꎮ

文物保护:抢救保护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３ 处和磨
西天主教堂毛泽东同志住地旧址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４ 处ꎬ做好其他 ４７ 处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工作ꎮ 修复受损馆藏可移动文物 ５ 件ꎬ维修加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
纪念馆、川矿记忆陈列馆ꎮ

宗教场所:恢复重建磨西天主教堂、汉源县普渡寺等宗教活动场所 １５ 处ꎮ 维修
加固康定市观音阁、石棉县弘渡寺等宗教活动场所 １０ 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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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就业与社会保障

恢复重建、维修加固灾区受损公共就业、社会保障服务设施ꎬ

提升就业服务和社会兜底保障能力ꎮ 恢复重建就业与社会保障项

目 １５ 个ꎬ建设规模 ５ ５３ 万平方米ꎮ

设施恢复ꎮ 恢复重建海螺沟老年养护院ꎮ 维修加固泸定县就

业创业孵化基地和甘孜州社会福利院、甘孜州泸定老年养护院、石

棉县社会福利院等社会福利设施ꎮ 维修加固泸定红军烈士陵园等

烈士纪念设施ꎮ

能力提升ꎮ 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ꎬ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政策ꎬ加大对新型农民创新创业支持力度ꎬ拓展灾区群众就业渠

道ꎮ 优化养老服务保障ꎬ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ꎮ 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ꎬ加强残疾人救

助帮扶ꎬ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ꎬ提升殡葬服务管理水平ꎮ

专栏 ４　 就业与社会保障设施

　 　 就业服务:维修加固泸定县就业创业孵化基地ꎬ配置泸定县、石棉县、荥经县、天
全县基层人社公共服务平台设施设备ꎮ

社会保障:恢复重建海螺沟老年养护院ꎮ 维修加固甘孜州泸定老年养护院、甘
孜州社会福利院、甘孜州救助管理站、石棉县社会福利院等社会福利机构 ８ 个ꎮ

烈士纪念设施:维修加固泸定红军烈士陵园、石棉县烈士陵园、康定市烈士陵园
及配套附属设施ꎮ

第五节　 社会管理

恢复重建、维修加固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村(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ꎮ 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规定ꎬ恢复重建、维修加固政法单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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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ꎮ 维修加固灾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ꎮ 配置相关设施设备ꎮ 恢

复重建社会管理设施项目 ５８ 个ꎬ建设总规模 １８ ８７ 万平方米ꎮ

设施恢复ꎮ 恢复重建冷碛人民法庭、石棉县王岗坪司法所等

业务用房ꎮ 恢复重建磨西镇老街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村(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ꎮ 维修加固泸定县得妥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ꎮ

能力提升ꎮ 提升灾区政府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ꎮ 加强和完善

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ꎬ筑牢派出所、基层法院、司法所等基层

治理前沿阵地ꎮ 加强社工体系建设ꎬ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

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ꎮ

专栏 ５　 社会管理设施

　 　 基层组织:恢复重建磨西镇老街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８１ 个ꎮ

政法单位:恢复重建冷碛人民法庭、石棉县王岗坪司法所等政法单位业务用房 ５
个ꎬ维修加固海螺沟人民法庭、甘孜州公安局特警支队等政法单位业务用房 ２８ 个ꎬ
配置综治中心、“雪亮工程”等设施设备ꎮ

第三章　 重建时序与重建资金

第一节　 重建时序

按照三年基本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要求ꎬ科学安排重建

时序ꎬ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ꎮ ２０２３ 年春节前ꎬ灾区学校全面复学

复课ꎬ基本恢复正常的教学状态ꎻ医疗卫生服务秩序恢复正常ꎮ

２０２３ 年底前ꎬ受损公共服务设施维修加固基本完成ꎬ海螺沟景区人

民医院、石棉县王岗坪小学等重建类项目全面开工建设ꎮ ２０２４ 年

秋季学期开学前ꎬ受损学校恢复重建任务全面完成ꎬ所有学生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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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牢固安全的学校学习生活ꎮ ２０２４ 年底前ꎬ受损公共服务设施既

有功能基本恢复ꎬ维修加固类项目全面完成ꎬ重建项目完工率力争

达到 ７０％ ꎮ ２０２５ 年底前ꎬ全面完成公共服务设施重建任务ꎬ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能力

巩固提升ꎬ为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ꎮ

第二节　 重建资金

根据重建目标和建设任务ꎬ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项目

１７３ 个、估算总投资 １２ ０５ 亿元ꎬ其中ꎬ教育项目 ４５ 个、估算总投资

４ １１ 亿元ꎬ医疗卫生项目 １２ 个、估算总投资 ２ ９７ 亿元ꎬ文化体育

项目 ４３ 个、估算总投资 ２ ３６ 亿元ꎬ就业与社会保障项目 １５ 个、估

算总投资 ０ ５８ 亿元ꎬ社会管理项目 ５８ 个、估算总投资 ２ ０３ 亿元ꎮ

省、市(州)和县(市)共同创新渠道和方式ꎬ多层次多元化筹集恢

复重建资金ꎮ 省级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相关资金ꎬ按照重建项目

政府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灾区市 (州) 包干补助ꎮ 灾区市

(州)、县(市)政府通过公共预算安排、调整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

金等方式筹集重建资金ꎬ集中用于灾后恢复重建ꎮ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灾区市(州)、县(市)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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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重建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ꎬ切实加强组织领导ꎬ建立健全工

作协调和项目推进机制ꎬ科学高效组织方案实施ꎮ 省级有关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ꎬ做好恢复重建的各项指导、协调工作ꎮ 灾区市

(州)、县(市)要切实担负恢复重建主体责任ꎬ确保灾后恢复重建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ꎮ

第二节　 落实要素保障

中央和省级资金下达后ꎬ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按计划及时、

足额拨付资金ꎮ 本方案涉及的各级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项目资金

管理制度ꎬ加强财务检查和审计监督ꎬ做到专款专用、专账核算ꎬ确

保恢复重建资金有效安全使用ꎮ 国家重大项目和单独选址的省重

点项目所需用地规划、计划指标由省级统筹保障ꎻ其他项目使用所

在市(州)当年处置存量土地核算产生的计划指标保障ꎻ计划指标

不足的ꎬ视当年全省计划指标结余情况统筹调剂支持ꎮ 启动用地

审批快速通道ꎬ提高用地审批效率ꎮ 给予灾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政策支持ꎬ配优配强灾后恢复重建技术人才队伍ꎮ

第三节　 细化项目管理

遵循基本建设程序ꎬ采取部门和地方并联运行、提前介入、交

叉作业等方式ꎬ加快项目前期工作ꎬ建立便捷、高效的项目审批“绿

色通道”ꎮ 精心组织项目实施ꎬ制定和落实加快建设的工作方案ꎬ

倒排工期ꎬ细化目标ꎬ有序推进ꎮ 认真履行项目管理程序ꎬ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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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ꎬ不得

擅自调整本方案确定的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ꎬ严禁超标准建设ꎮ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ꎬ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ꎬ确保项目和

施工安全ꎬ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ꎮ 严格执行工程竣工验

收规定ꎬ对灾后重建工程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ꎮ

第四节　 严格监督检查

强化灾后恢复重建目标管理ꎬ严把工程质量关、资金使用关、

廉洁安全关ꎮ 对灾后恢复重建涉及的政策、资金、项目、重要物资ꎬ

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和动态管理ꎮ 建立健全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重要物资和项目档案登记制度ꎬ及时公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安排、

重要物资使用、项目进展情况ꎬ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纪违法行为ꎬ

确保阳光重建、廉洁重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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