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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瑞金讯 （记者鄢朝晖 通讯员
姜建明）“桃源有路，人语车流花木里。
画境生春，菜香果味水云间。”日前，瑞
金市叶坪乡田坞村九丰现代高效农业
园一组美景图刷爆了瑞金市民的微信
朋友圈，3万平方米智能温室大棚内，西
红柿、小黄瓜、大彩椒等果蔬，五颜六
色，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田坞村贫困户曾石城高兴地说：“我们
夫妻俩仅在这里务工，每个月就能赚5000
多元，日子是越过越好。”其实，在九丰现代
高效农业园，还有50余户100多名贫困人
口与曾石城夫妇一样摘掉了贫困帽子。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关键在于大
力培育新产业，发展新业态，拓展农业
产业链价值链，激活新动能。该市按照

“一村一品”要求，在选准扶贫产业、规
划农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树立“园区景
区化、农旅文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新理念，以土地入股、租赁等形式，加
快土地流转，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效益。
利用“旅游+”“电商+”“生态+”等方式，
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
贫等新业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并通过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构建起

贫困户与企业（公司、合作社、大户）共
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联结机制。

华屋村围绕“红色旅游特色村镇”定
位，实施土坯房改造，拆旧建新，留旧衬
新，美化村庄，发展产业，成为旅游新
村。同时，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公司，发
动村民把闲置房间打造成农家旅馆，开
办农家乐，形成利益共享发展机制，利用
重要节假日策划开展系列文化旅游活
动，大力做旺红色乡村旅游人气。此外，
大力发展红色品牌农业，对传统养蜂产
业进行包装，注册“17棵松”商标，通过农
家书屋+电商，蜂蜜迅速成为网上畅销

品。村民还利用“红军村”的影响力，发
展观光农业，山上种植油茶、脐橙，田里
种植大棚果蔬，打造了初具规模的观光
农业示范园，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步伐。

撸起袖子加油干，打赢脱贫攻坚
战。该市加大改革力度，激活农村资源
要素，整合涉农资金，构建金融扶贫的
新模式。据统计，去年该市整合涉农扶
贫资金6.1亿元，撬动各类金融扶贫信贷
资金13.6亿元，发展油茶12.4万亩、脐橙
11 万亩、商品蔬菜 14.5 万亩，新增农民
专业合作社 122 家、家庭农场 130 家，帮
助1.2万贫困人口走上产业致富的道路。

瑞金农业供给侧改革给力精准扶贫

近日，从国家和省卫计委频频传来
喜讯，分宜县荣获“2014-2016年全国计
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该县双
林镇中心卫生院获得 2015-2016 年度

“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省级示范单位”
和“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两项殊
荣，该县钤东街道和凤阳镇西茶村分别
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协会乡级、村级先进
单位”称号。

分宜县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后，该县
以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为根，以推动改革
创新为枝，以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叶，呈
现出群众满意乐开花，“健康之树”结硕
果的喜人景象。

百姓看病更加方便
分宜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医师钟小

军，是县卫计局选派到杨桥镇中心卫生
院的对口支援专家，他每周在该院坐诊
两天。在他的带领下，原本中医技术相
对薄弱的杨桥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挤满
了人，患者不用跑到县城也可以享受到

县级水平的中医诊疗服务。
为方便患者在基层诊疗，该县建立

分级诊疗信息化平台、县乡“远程会诊”
系统和四级（市、县、乡、村）对口支援机
制，帮助患者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
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

截至目前，选派专家在受援单位共
诊疗 1078 人次，疑难病会诊 76 人次，教
学查房40次，开展业务讲座11次。建立
城乡居民健康档案 25.4万份，65岁以上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 71.5%，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分别为 90.14%、
93.6%。该县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全
县总诊疗量 68.56%，同比增长 5.6%，县
域内就诊率达90.6%。

计生服务细致周到
2月19日，高岚乡夏塘村袁林、陈巧

灵夫妇顺利生育二孩后领到了300元的
住院分娩补助金。此前，孕妇的优生健
康检查、产前筛查全部享受免费服务，孩
子出生后，医院也会对小孩免费进行体

检并建立档案。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针对高龄

孕产妇大量涌现的情况，该县卫计部门
通过多渠道宣传、设立咨询平台、建立孕
产妇急救“绿色通道”、免费发放叶酸、免
费孕前优生检测、产前筛查等，在孕前、
孕中实施预防出生缺陷系统工程，保障
母婴健康安全。

该县共投入227.73万元开展全程服
务，其中为2772人发放住院分娩补助金
83.16万元，为 8547人进行免费婚检、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免费产前筛查服
务，免费发放叶酸 1.09 万盒。全县儿童
保健系统管理率为 82.3%，孕产妇保健
系统管理率为85.7%。

医疗改革惠及民生
走进双林镇中心卫生院，只见绿

树成荫，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电视
机、饮水机等基本设施一应俱全，记者
发现前来就诊的患者平均花费在 50 元
以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非常高。

在洞村乡卫生院，记者看到了新建的
“中医馆”，乌漆的木栏杆、朱红的中式
隔层，古色古香。里面配备的牵引理
疗床、神灯治疗仪、全身按摩椅等设备
既先进又实用。

该县建立健全财政补偿机制，于
2009年、2013年分别在全省率先推行基
层医疗机构改革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
率销售，取得“医院技术服务收入、患者
就医质量”两提高的明显成效。

据统计，2009 年取消药品加成以
来，该县累计让利给患者 2.7 亿元，仅
2016年，财政投入的补偿资金就达 5000
万元。改革后基层医疗机构门诊、住院
人次分别增长 48.09%和 4.37%，而门诊、
住院费用分别下降 25.6%和 35.3%。县
级公立医院技术服务收入提高近 10 个
百分点，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下降10%，患
者个人自付费用占比降至 20%以内，较
改革前下降10个百分点。

“健康之树”结硕果
——分宜县卫生计生工作频获全国殊荣

钟志贞 本报记者 徐国平

全省首个县级
交通安全体验馆建成

本报南昌县讯（记者范志刚 通讯员
卢阳）历经 5 个月建设，我省首家县级交
通安全体验馆——南昌县交通安全体验
馆已建成，预计将于 4 月中旬对外开放。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交通陋习到底能带来
什么样的危害？参观者在这里都可以进
行“亲身体会”。

南昌县交通安全体验馆占地面积约
为 76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100 人参观学
习。体验馆包括事故案例警示厅、儿童区
和感悟厅等八大区域，可以开展集知识科
普、体验互动及趣味娱乐为一体的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彩色
的公交车格外醒目，这是专门针对儿童而
设置的一个“交通小课堂”，孩子们在这里
可以学习到搭乘校车时应注意的交通安
全知识。

南昌县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县建设交通安全体验馆，旨在不断增强广
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从
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效果。

3 月 20 日，春雨淅淅沥沥，通往南
昌县武阳镇西游村后坊小组的乡间小
路上，一个老人没有在意泥泞沾上衣
背，没有顾及雨水打湿了鬓发，只是不
时地问随行人员“老家还有多远”。

武阳镇是远近闻名的华侨村，这位
步履匆匆的老人莫非又是一名侨胞？
没错，他是一名台胞，名叫万尚俊，今年
60岁。寻寻觅觅几十载，老人终于可以
踏上故土，圆了父子两代人的家乡梦。

“祖籍江西南昌县，祖父名万庆明，
祖母名萧黛香，父亲名万益生，家族辈分
有尚、进、德排序，心中思乡之情日切，急
盼能够早日联系上家乡亲人……”2015
年6月16日，一封言辞恳切的寻亲信摆
在南昌县委统战部（侨联）负责人的面
前，写信人就是万尚俊。

60 多年前，万尚俊的父亲万益生
前往台湾，一去不复返。乡愁，从此

“种”在父亲的心中，也流淌于万尚俊的
血液里。1985 年，万益生去世。身为
人子，万尚俊希望尽自己的努力，找到
家乡亲人，以慰父亲思乡之情，圆自己
归乡之梦。

接到寻亲信之后，南昌县委统战部

（侨联）兵分两路展开寻亲工作。一方
面，通过查阅县志材料，锁定县内“万”姓
人口聚集地，缩小寻找范围；另一方面，
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进行实地寻访。
同时，他们将相关信息发至全县各乡镇，
寻求多方帮助。功夫不负有心人，年初
好消息从武阳镇传来：西游村万家族谱
中有“上”“俊”“德”辈分排序，与万尚俊
提供的信息较为吻合。得此消息，相关
人员赶紧奔赴西游村核实。翻阅了该村
70余册族谱后他们发现，清光绪年间有
户人家的七兄弟的出生时间与万庆明接
近，辈分也相同。同时，七兄弟中万源长
曾娶一妻唤作萧氏，与万尚俊的祖母萧
黛香同姓。大家随即到万源长后辈家中
实地查询。令人惊喜的是，该户人家确
实有一个亲人前往台湾，名叫万于盛（也
就是万益生），按辈分是他们的堂兄，而
他们的大伯万源长还有一个名字就叫万
庆明，伯母就是萧黛香。

家乡找到了，亲人找到了，海峡那
边的万尚俊获此消息后，难掩激动的心
情。故乡的深情呼唤，催促游子加快步
伐，3月20日，万尚俊偕夫人终于来到了
魂牵梦萦的地方。

台胞万尚俊寻亲圆梦
本报记者 郁鑫鹏 实习生 黄 霞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向斌）阳春三月，樟树市义成镇罗
港村药农刘细流天天往山上跑，一刻不得闲。“种药政府有补
助，市场行情也不赖，这次请了20个工人，打算把500亩黄栀
子老林全改造完。”老刘 2013 年起在村里承包山地种黄栀
子，如今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是有名的中药材种植大户。

近年来，樟树紧抓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实施
“中国药都”振兴工程，全力构建种药草、建药企、开药会、办药
校、观药景、泡药浴、养药生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打造中医药
发展“樟树样板”。去年，该市医药产业经济总量突破350亿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2.9亿元，全行业上缴税收4.86亿元。

该市把“中国药都”振兴工程列为当前“头号”工作来
抓，聘请国内中医药专家团队，制定了《樟树市现代中医药
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中国药都”振兴工程实施方案》
初稿，举全市之力推动实施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工程、中医药
工业升级工程、药品商贸流通中心升级工程等十大工程，力
争到2020年实现樟树中医药千亿产业目标，全市中医药从
业人数突破 10万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0万亩，进一步擦

亮“中国药都”金字招牌。
在完善中药材市场、福城医药园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

基础上，该市先后启动了药都医药物流园、医药产业孵化创业
园、云健康电商产业园、电子商务创业基地等一批医药产业特
色园区建设，不断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同时，积极引导药商药
企调整营销策略、营销模式，开启“互联网+医药”发展新模式，
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目前，该市80%以上的医药企业开
展了电商业务，医药产业电商年交易额达100亿元。

此外，该市把弘扬中医药文化作为振兴“中国药都”的
重要内容。通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樟树药俗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设立“樟帮”传
承人补助和中药炮制科研奖励金，支持“樟帮”传统炮制技
艺师承教育，加大中药饮片炮制后继人才培养；依托药、酒、
盐、古、道、闲等特色资源，引进阁皂山道教旅游项目和中国
古海养生旅游度假区等养生旅游项目，打造“国家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区”，去年全市接待游客 549.07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46.5亿元。

本报讯 （记者郑颖）3 月 20 日，记
者从省残联获悉，我省将开展残疾人康
复体育关爱家庭计划。今年将上门入
户为 8000名不易出户或家庭困难的重
度残疾人，提供适宜的康复体育器材、
配套发放康复体育器材使用指导资料、
康复体育指导员进家庭指导。

据悉，项目实施家庭的选择以生活
困难急需家庭为优先，入户人员中至少

1 名符合资质的康复体育指导员提供
康复指导服务，及1名社区工作人员配
合开展宣传、登记等工作。该项目是面
向基层残疾人体育服务的一种模式创
新，将有利于满足残疾人康复锻炼、提
高机能、恢复能力的基本需求，让更多
残疾人足不出户享受到个性化、精细化
的居家体育康复服务，增强科学体育康
复意识，改善身体机能和健康状况。

8000名重度残疾人将享受康复体育家庭关爱服务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3月14日记
者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进
一步加强校园餐饮食品安全管理，保障
广大在校师生身体健康，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省教育厅在全省开展 2017
年度校园餐饮食品安全“护校行动”。
此次行动总体目标是全面落实校园食
品安全各方责任，严密排查各类食品安
全隐患，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和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努力实现年内所有县城以上
学校食堂全部达到B级以上等级。

在此次“护校行动”中，各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部门
职责分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全面排查
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重点掌握各校
园餐饮单位持证经营、食品原材料采购

及溯源、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管
理、亚硝酸盐和消杀化学品管控、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购买加工野生蘑菇等情况，
建立“一户一档”的风险排查记录，督促
存在隐患的单位限期整改，明确校长为
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对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营养餐”供餐单位，重点治理无证经营
行为，对校园内外独立经营的餐饮单
位，突出整治加工场所脏乱差、从业人
员无健康证明、随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问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采取省、
市、县三级联合抽验方式，重点抽验学
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营养餐”
供餐单位大米、面及面制品、食用油、猪
肉、蔬菜和餐饮具等。

江西启动
“母婴安全年”活动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为保障全面两
孩政策实施，助力健康江西建设，省卫生计
生委日前启动了以“保障母婴安全，促进优
生优育”为主题的“母婴安全年”活动。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开展“母婴安全、
优生优育”巡讲，以科学备孕、优生优育、
孕产保健、安全分娩等内容为重点，逐级开
展专家巡讲，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举办母婴
安全关键技术大比武活动，按照“全员培
训，全员竞技”的要求,开展产科急救、新生
儿复苏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比武；组织
全省医疗保健单位开展孕妇学校授课竞
赛，开展母婴安全宣传月和优生优育宣传
月活动，大力宣传孕产妇保健、促进自然分
娩等科普知识和惠民政策。

本报讯（记者张玉珍）记者3月20
日获悉，为进一步促进全省环境质量改
善，去年环保部门攻坚“水、气、土”污染
治理，先后开展了重点行业、饮用水源
地环境保护等 10 余次专项行动，取得
明显成效。截至 2016 年底，全省共取
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印
染、电镀、农药等“十小”企业170多家。

据悉，在开展专项行动中，我省加
大了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力度，列入

2016年计划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
能改造项目全部完成；淘汰黄标车及老
旧车8万多辆；去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 86.4%。水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全省地表水 I类至 III类水质比例
为81.4%,较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全
省新增创建 49 个省级生态乡镇、70 个
省级生态村。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去
年，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34起；
移送环境违法行政拘留案件138起。

江西取缔“十小”企业170多家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黄
霞）3 月 20 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举行“世界睡眠日”大型义诊活动，呼吸
内科、神经内科等多学科专家联手为各
种睡眠障碍患者提供诊治服务。记者
采访获悉，我省居民睡眠障碍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
题是“健康睡眠，远离慢病”。中国睡眠
研究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24.6%的
居民存在睡眠障碍，在睡觉这件事上

“不及格”，94.1%的居民睡眠与良好水
平存在差距。“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工

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省居民睡眠
障碍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南
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江西省睡眠学会会长邓丽影介绍，
该院去年睡眠障碍就诊人次较往年增
加20%以上。

据介绍，长期存在睡眠障碍会引起
多脏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下降以及记忆
力衰退，容易引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脑
血管等慢性疾病。邓丽影表示，如果短
期失眠，可以选择自我调节，但是失眠
若持续三至五天，那应该去正规、专业
的医院进行检查。

近四分之一居民睡眠“不及格”

全省睡眠障碍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实施“十大工程”擦亮金字招牌

樟树扬起“中国药都”振兴风帆

◀3月2
日，芦溪县
宣风镇仙凤
三宝旅游观
光园内，一
辆蒸汽小火
车载着游客
在风车岭上
行驶。去年
以来，该镇
利用丰富的
花木资源，着
力打造特色
生态小镇，带
动了乡村旅
游的发展，为
当地群众开
辟了新的致
富渠道。

本报记者
刘启红摄

▶近日，游客在万年县珠田乡
越溪村新建的村标志处拍照留
念。近年来，万年县立足本地实际,
按照“山清水秀、村容整洁、民风淳
朴、留住乡愁”整体工作思路，把秀
美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重
要载体，去年以来，共投入1.27亿
元，建成新农村建设点近100个。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我省开展餐饮食品安全“护校行动”
县城以上学校食堂年内力争全部达B级以上

本报宜黄讯（记者彭晶 通讯员邓
维娟、尹文兵）“调解不花一分钱，当面
解决问题，又快又好。”近日，在宜黄县
法院“夕阳红调解中心”，今年 77 岁的
调解员张才金撰写好和解协议，受到了
双方当事人一致好评。

据了解，在 2011 年 10 月，该县法
院根据老干部党支部一班人知法懂法
的特长成立了“夕阳红调解中心”，老
同志们在为民司法服务中坚持“三
免”，即免费咨询、免费调解、免费服

务，对婚姻家庭纠纷、邻里关系纠纷等
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力求将民事纠纷
化解在诉前。该调解中心自立以来，
调解成功率、自动履行率和回访息诉
率连续四年达 100%，成为了当地法院
应对诉讼“洪峰”的一道“减压阀”、一
个“调和器”。

“一轮夕阳散余热，倾心调解为和
谐。”该县夕阳红调解工作的做法，已覆
盖到全县 12 个乡镇，并推出“一线调
解”工作模式，受到群众的好评。

宜黄：“夕阳红”调解谱写和谐曲

南城农村环境整治
按下“快进键”

本报南城讯（记者陈青峰 通讯员彭
国正）近日，南城县建昌镇秋水园胜利砖
厂内，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一根数十米
高的烟囱瞬时倒下……南城县打响了今
年农村环境整治攻坚战的“第一枪”。

为了呵护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今年该县打响了解决农村环境

“脏、乱、差”等突出问题的攻坚战,要求做
到道路沿线两侧干净整洁、堆放有序，无
违章搭建，无垃圾积存点，无乱涂乱写；沿
线河道清洁卫生，无有害水生植物和垃圾
等漂浮物；重点村(社区)整洁有序，村内道
路、河浜、池塘及房前屋后无卫生死角。

乡村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