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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7 日
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
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
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主
席尉健行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5 年 8 月 7 日 8 时
在北京逝世，享年 85 岁。

尉健行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 实习生张
晓薇）记者 8 月 7 日获悉，省政府办公
厅日前出台了《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坚
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建立
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
的运行新机制，我省在所有县（市）的
县级公立医院，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破除以药补医、人事薪酬、医保支付等
为重点，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

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权限
下放到设区市。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
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负担不增
加的前提下，降低药品、耗材、大型设备
检查等价格。逐步理顺不同级别医疗
机构间和医疗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建
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破除以药补医，所有
县级公立医院和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全
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降低
虚高药价。对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
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
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
医院由此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调整医
疗技术服务价格补偿 80%，剩余 20%由
财政补偿。合理确定医务人员薪酬水
平，完善绩效工资制度，体现多劳多得、
优绩优酬，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严禁给
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薪酬不得与药
品、耗材、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
2015 年底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覆
盖县域内所有公立医院，覆盖30%以上
的县级公立医院出院病例数。逐步提
升医保保障水平，逐步缩小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与实际住院费用支
付比例间的差距。

破除以药补医 取消药品加成

江西全面推开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8月1日，南昌市顺外路630号。
这是一位历经沧桑依然聪敏健旺的

抗战老兵。当记者按响门铃，91岁的李
国富过来开门，露出和蔼的笑容。

“有两次战役让我印象深刻，我都是
当突击队员，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聊
起抗击日寇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李国
富恍如昨日。

李国富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
小山村，小时候家境贫困，父母世代务
农，兄弟三人靠租种地主家的薄田度
日。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全面爆发，他会
和所有中国普通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战争打破了田园的平静。和那个年
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李国富将自己的
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43 年 12 月，19 岁的他参加了新四军，
奔赴抗日战场。“打败日本鬼子，我们中
国人才能过上好日子。”李国富说。

李国富跟随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高
邮独立团 7 连，与日寇进行游击战。“那

个时候我们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只要有
情况，随时准备走。”李国富回忆道。

顾少庄是苏北的一个小山村，当时
被日本鬼子占领。1944年3月的一个黄
昏，攻打顾少庄前，部队决定组建一支突
击队，负责消灭敌人的火力点，给大部队
开路，李国富毅然报了名。

天渐渐黑下来，15位年轻的突击队
员脱下旧衣服，换上了新衣、新裤。“当
时，我们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死在战场
上是十分光荣的。”李国富说。

前面一个后面两个，突击队员们以
这种三角形式的队形，趴在地上匍匐前
进。“晚上没有光，我们只能靠敌人子弹
打出来的火花，来判断敌人火力点的位
置。”李国富说，当他距离敌人一个火力
点 20 多米时，突然被鬼子的子弹击中，
弹头从左肩打进、左背穿出，“我当时就
感觉被人用棍子狠狠敲了一下，一阵钻
心的痛。为了不暴露目标，我只能咬着
牙，不发出任何声响，继续匍匐前进，最
终敌人的 3 个火力点都被我们清除了，

我也被百姓拿着担架抬到了医院。”
伤养好后，李国富回到了原部队。

1944 年 11 月，部队开始了西堡攻击战，
李国富又自愿当一名突击队员。他回
忆，由于日本鬼子设置了高高的炮楼，为
了自我掩护，突击队员4人一组，每个人
举着八仙桌的一只脚，蹲着往前走。桌
面上铺了一层用水打湿过的棉被，用来
抵挡敌人的子弹。突击队员走到敌人的
炮楼下面，便将炸药包放下，一拉导火
索，就要立马抬着桌子往回撤。

一次回撤过程中，遭遇敌人机枪扫
射，子弹如雨点般飞来，弹片火光四溅。
李国富眼睁睁地看到自己这一组前面两
名战友倒在血泊中，他也被敌人的子弹
打中，弹头从右肩打进，从脊梁骨中间位
置出来，打穿了肺部，立刻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国富耳边响
起一个声音：“这个人还有气，还没死，赶
紧送医院！”随后，他被当地百姓抬到医
院抢救。后来，李国富得知，自己被评为
团里的“一等战斗模范”。

在抗日的烽火中，新四军与老百姓
结下了鱼水之情。有一次，李国富生病
了，不能随部队行动，被寄养在当地老百
姓家中。为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百姓
们把他藏在野外的一个坟洞里面，轮流
送饭送菜给他吃。“没有老百姓的帮助，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李国富感慨万分。

“看到今天的中国日益强大，人们的
生活渐渐富裕，我感到十分高兴与满足。”
告别时，李国富握着记者的手，连声说道。

“突击”英雄，将生死置之度外
——抗战老兵李国富的故事

本报记者 邱 玥 文/图

空闲时间，李国富（右）喜爱下象棋。

本报南昌讯（记者魏星）8月7日，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莫建成和新
任省委常委毛伟明，一同赴南昌调研
轨道交通建设，并在项目现场简易工
棚内召开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中遇到的问题。省委常委、南昌市委
书记龚建华陪同调研。

莫建成、毛伟明等来到南昌轨道
交通1号线奥体中心站，登上正在测试
中的地铁列车，感受轨道交通带来的
方便快捷。列车平稳快速向前，车厢
内设施先进、宽敞明净，透着现代气
息。莫建成、毛伟明一行饶有兴致地
察看了地铁站设施建设，认真听取了
南昌市轨道交通建设有关情况介绍。

莫建成对前一阶段南昌地铁建设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南昌地铁建
设，社会高度关注，市民翘首期待，不
仅是南昌城市建设的民心工程，也是

全省一件大事。从前一阶段工作来
看，南昌地铁工程进展有序，创新运营
模式，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高度肯定
和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希望你们在
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整个地铁项目建
成优质、安全、节俭、廉洁的工程，尽早
圆百姓的“地铁梦”。

莫建成指出，下一步，要加快南
昌轨道交通线一期和二期修编工作，
加强与城市总体规划、南昌大都市圈
协调对接，把地铁带来的交通优势转
化为空间增值优势、产业转型优势，
实现轨道交通网络效益和辐射最大
化，为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打造南
昌核心增长极提供重要支撑。要提
前谋划、创新理念、精细管理，确保地
铁 1 号线年底通车，让群众安全、舒
适、高兴出行。

顺应百姓期盼 打造民心工程
莫建成等调研南昌轨道交通建设

本报铜鼓讯（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
邱桀）8月1日，铜鼓县温泉镇上庄村87
户农户与村委会签订的 6500 亩山林封
山育林协议正式生效。村党支部书记
马福安告诉记者：“我们村从‘卖木头’
到‘卖山货’再到‘卖生态’，乡村旅游办
得红红火火，大伙日子过得特别舒坦。”
如今，铜鼓农民转变发展思路，追求绿
色财富，以高度的生态自觉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目前，全县有 26个村、7000多
农户自发封山育林48万亩，占全县山林
总面积的23%。

大段镇是铜鼓第一个实行全境封
山育林的乡镇，该镇有山林 32万亩，涉
及14个村、3668户。早在2010年，有的
村就自发开始封山育林，继而逐步扩大
到全镇。镇党委书记卢柏意说：“这得
益于生态立县战略的影响，也体现了农
民生态观念的提升。”该镇顺势引导农
民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建
设了有机茶叶基地 5 个、面积上万亩，
建设了 1000 多亩蔬菜基地。仅交山村
就种植有机茶叶7000亩，每年带给村民
200余万元劳务收入。乡村旅游则在鹤
吼村、浒村办得如火如荼。

温泉镇新开村有 4.8 万亩山林，是
铜鼓自发封山育林面积最大的村。山
封了，农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现在该
村有黑山羊 2000余只、蜜蜂 1000箱、土
鸡 10 万羽。而温泉镇上庄村则主抓乡
村旅游，建起了 7个家庭旅馆、农家乐，
每年吸引近 2万人次游客进村游玩，去
年实现旅游纯收入50多万元。

换一种思维抓发展，结果，发展转型了，生态更好
了，带来的是双赢。现在的铜鼓已形成有机食品、生
态旅游、新型工业等主导产业，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
2012 年的 5267 元增加到去年的 6824 元。在带溪乡新
丰村，几十年未见的野生猕猴又来了。大段镇浒村以
前春季只有极少白鹤飞来，现在多达上千羽。林茂物
丰水沛，县内溪涧水量逐年递增。尽管这几年降雨量
未增加，但去年双红村的水电站发电量还比往年增加
了 25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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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的骄阳，炙烤着九江大地。九江市广大干
部群众思发展、谋发展、促发展，冒高温、斗酷暑，用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抢抓机
遇，做大九江经济总量，为江西绿色崛起作出更大贡
献。

记者在浔阳江畔、鄱阳湖边、庐山脚下和赣鄂湘
皖边界采访时，所到之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一股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的浪潮席卷城乡，一个个
经济增长点如雨后春笋般冲出地面，经济发展步入快
车道。今年1至6月，九江市实现财政总收入203.23亿
元，同比增长 16.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39.10亿
元，同比增长17.1%。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何九江市经济
发展却风景独好呢？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颇有感触
地说：“工业是支撑综合实力的脊梁骨，是做大经济总
量的主引擎，是赢得区域竞争的杀手锏。近几年，九
江发展得这么好、这么快，关键是选准了一条以工业
化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事实证明，这条路径符合九江
实际，而且行之有效。”

把“决战工业一万亿”作为一号工程
推进，全力做大九江

工业兴，则九江兴；工业强，则九江强。九江市把
“决战工业一万亿”作为一号工程来推进，坚持大规划
引领、大园区承载、大产业支撑、大企业主导、大投入
带动和大招商突破，全力做大九江。

该市通过盘活存量、技改扩能、并购重组等途径，
运用先进技术、先进装备等方式，重点对纺织、船舶、
钢铁、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今年，位
于湖口县工业园的龙达集团，已与新加坡金鹰集团达
成并购协议，金鹰集团一次性为龙达集团的化纤项目
注资12亿元，加上后期投资，增资将超过80亿元，不仅
为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题，也为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理念、管理方式和技术人才。同时加快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和新医药、绿
色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高了新兴产业占
工业的比重。

针对当前工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及企业面临的各

种困难问题，该市出台工业“1+2”文件，即《关于加力
“决战工业一万亿”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加强全市
工业园区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

《关于推进园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意见》，全力做强
工业。同时设立石油化工、现代轻纺、钢铁有色冶金、
电力能源四大千亿产业推进办公室，加快推进四大千
亿产业的发展。今年1至5月，该市四大千亿产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982.25亿元，占全市比重58.6%。

人才战略是工业兴市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该市
实施“双千双十”工程，即每年培养1000名紧缺技能人
才、1000 名青年高技能人才；3 至 5 年内，培育 10 名国
内享有较高知名度企业家、10名省级以上学科和技术
带头人。同时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着力创
建一批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试验示范工业园
区和示范企业。

今年 1 至 6 月，九江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18.8亿元，同比增长10.3%；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2100亿元,同比增长14%；利税总额210亿元,同比增
长18%。 （下转第2版）

挺起工业脊梁骨
———九江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纪实

谌远宇 本报记者 练 炼 何深宝

高达124米的新井冈山大桥主塔于8月4日下午2时成功封顶。主塔
是大桥建设的一项控制性工程，是工程施工的转折点，下一步将转入结构
钢梁、拉索、预制桥面板安装施工。图为封顶施工现场。通讯员 应学进摄

主塔封顶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刘佳惠子）据气象预报，
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9日上午前后可能从福建
经赣州与抚州之间进入我省，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将
给我省相当部分地区带来致灾性降雨。8月 7日上
午10时，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Ⅱ级应
急响应命令。

省气象台预计，台风“苏迪罗”可能在我省滞留
18 个小时左右，我省北部、东部将有暴雨和大暴
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应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可
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
害；同时应及时加固或拆除简易搭建物，防范台风
对山塘水库、城乡基础设施、农业大棚、水上交通运

输等造成不利影响；旅游景区要防范台风对游客安
全可能造成的威胁。

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台风来时又恰逢周
末，旅游人员多。省防总对防台防汛工作作出严密
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思想上落实防汛责任，强化
防汛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滚动预报，加强
监测预警。重点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
洪水防御、城镇排涝与水工程安全度汛等方面的工
作，尤其要做好水库水电站、旅游景区、山洪灾害隐
患点、公路易滑坡路段的监管预警及人员转移避险
工作。同时认真做好水库调度工作，在确保工程安
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防洪减灾效益。

我省启动台风Ⅱ级应急响应

本报上饶讯（记者严若虚 通讯员
祝慧箭）烈日炎炎，上饶市信州区沙溪
镇的夏布生产更是一派热气腾腾、喜气
洋洋的景象。日前，又有一笔价值 600
万美元的夏布产品从这里运往海关口
岸。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该
区夏布产业发展迅猛，每年国内有50%
以上的夏布经沙溪集散发往东南亚、欧
美等地；全国有90%的夏布成衣从沙溪
出口到韩国、日本。今年上半年，该区
夏布出口创汇9000万美元。

沙溪镇有2100多年的苎麻耕种和
手工编织历史，自古户户有织机，人人
能织布。为做大做强这一传统产业，
该区认真分析全国夏布行业特色，打
造沙溪夏布埠市，形成了以加工、出口
为主的全国夏布集散基地。同时，将
招商引资和扶持本地企业并重，完善
夏布产业链，已集聚了以精细著称的
隆润纺织、以坯布为主的宏鑫实业、以
床上用品为主的百宏纺织、以服装为
主的松罗晚、以饰品为主的永富绢纺
等互为补充的生产加工企业。目前，
从一块粗布到一件精致衣服、从亚麻
黄纱线到七彩床单饰品，该区夏布产

品品种已达 20 多个，麻纺织产业链逐
渐形成。

与此同时，该区通过引进技术人
才、加大科研投入、实现棉麻混纺等方
式，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去年以
来，共投入 2000 余万元帮助夏布企业
进行深加工技术改造和 ISO9001认证，
今年又鼓励企业建立出口农产品质量
可追溯体系，不断适应市场要求。去
年9月22日，该区成立了全国首个麻纺
织行业协会——信州区麻纺织行业协
会。目前，全区拥有麻纺织企业15家，
预计 2015 年产值将达 15 亿元、税收近
亿元。

信州区还将沙溪夏布制作工艺成
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根据
夏布的纺织工艺，精心创作了大型实
景舞蹈《纱塘月色》，集制作、加工、创
意和展示为一体，通过文艺手段展现
和传承夏布文化。近期，该区进一步
采取措施，规划了 1000 亩土地作为沙
溪夏布产业基地，力争 3至 5年内形成
年产 5000 万米夏布、各类夏布成衣 10
万套的生产能力，建设成为省级夏布
产业基地。

信州千年夏布绽放异彩
上半年出口创汇90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