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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凝聚力量

本报资溪讯 （通讯员林楠、陈光
平、余进）今年 87岁高龄的周朝发，是
资溪县鹤城镇泸声村一名有着63年党
龄的老党员，只要身体无恙，他每个月
都要完成一次“必修课”，那就是每月
11 日 8 时，准时前往村委会参加全村
党员活动日，听村党支部书记讲政策，
共商村里的发展。有了这样的表率，
全村在家的 50多名党员一到这天，就
会主动聚集到村委会，参加每月一次
的党员活动日，而这一坚持就是整整

数十载。
说起泸声村党员固定活动日“历

史”，在村委会工作了35年的村干部林
样春非常自豪：“1983年，我开始在村
里工作，那时就有了每月 11日组织全
村党员参加组织生活这个传统。今
年，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党员固定
活动日才改为每月15日。”

党员活动日内容丰富，有党章党
规、上级各类文件精神的学习，有县委、
政府中心工作的部署，有民生问题的讨

论，还有如何增强党员服务意识、推进
农村民主管理、提升党员致富本领、加
强党建工作讨论等，党员活动日的议题
涵盖了方方面面，更让村里大事小情在
这里民主酝酿决议。

泸声村党员活动日的内容不仅仅
停留在党章文件学习上，更付诸于为民
办实事的行动上。村里成立村民主协
商理事会，开展“民情家访”，通过设置
意见箱、公布电话、网络平台等方式广
泛收集社情民意。为了发挥广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该村引导党员参与村
级建设与村务管理，创立党员环境卫生
整治示范岗与责任区，设立 16个村小
组便民服务站，梳理化解村民矛盾纠
纷，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让
全体村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实惠与幸
福。据了解，近两年，全村党员干部化
解邻里纠纷等近百起，连续多年无刑
事案件、治安案件发生，民事调解率
100%。

坚持学习议发展 注重民生办实事

泸声固定党员活动日数十载不辍
本报南昌讯 （记者殷勇）投入 24

亿元实施六大环境提升项目，2291个面
上新农村村点整治全部开工，全市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提高 3.3 个百分点，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和赣江、抚河14个监
测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立足
于今年以来生态建设取得的这一系列亮
眼数据，目前，南昌正全力布局下一步的

“优生态”工作，力争在全省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征程中，展现责任担当，
敢于先行先试，争当表率示范，创造更多
更好可复制、推广的“南昌经验”。

要在“优生态”上下出好棋，就要把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全市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等各领域。为此，南昌从擦
亮生态文明“牌子”入手，着力打造生态
治理样板区、生态扶贫示范区、绿色崛起
先行区，使生态文明成为南昌最闪亮的
金字招牌。同时，拓宽生态经济“路子”，
将“生态+”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以

“南昌绿谷”建设为抓手，构建绿色产业
体系，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创新生态治理“方子”，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建设与治理并举，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
善生态制度“框子”，通过机制创新、制度
供给、模式探索，加快构建具有南昌特
色、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
生态创建“步子”，把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切实增
强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

有了“牌子、路子、方子、框子、步
子”五“子”，南昌生态文明建设正大步
向前。今年，南昌将全力完成年度化学
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项
指标减排任务，努力保持空气质量优良
率在中部省会城市排名第一。同时，在
今年底消灭城区黑臭水体，在明年 8月
消灭劣Ⅴ类水，全力争取“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称号。

落下五颗“子”

南昌“优生态”下出好棋

8月9日，位于赣州市赣县区境内的昌吉赣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建设工地，大型
机械臂正吊梁作业。赣县区采取“挂图作战，一线攻坚”项目推进机制，积极配合
建设单位，目前施工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本报新余讯（记者张晓欣）自2014
年列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试点城
市以来，新余市以“看病难”“看病贵”为
问题导向，以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
药）为路径，真改、实改，让群众看得了
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取得了“技术
提上来、服务提上来、资源沉下去、费用
降下去”的改革成果，群众获得了“上上
下下的实惠”。

看病贵，贵在药品和耗材，贵在不
合理的大处方和大检查。新余把医改
着力点放在破除“以药补医”旧机制上，
通过零加成、挤水分等措施，建立公立
医院运行新机制，推行医用耗材网上阳
光采购和药品集中挂网采购。据有关
数据显示，该市 2015年、2016年仅取消

药品加成，就为群众节约药品费用6397
万元。

“通过医改，医务人员的技术和劳
动在收入上得到体现，年收入最高者达
到 35 万元。”医改以来，新余市先后两
次合理调整提升 970项医疗服务价格，
特别是诊疗、手术、护理等服务，重点
是提高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
格，通过价格杠杆作用，促使“以药补
医”向“以技养医”转变。2015 至 2016
年共有 6842 万元用于调整服务价格。
2016年市属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年均收
入 12.8 万元，与改革前相比增长 40%。
医疗服务优质优价价值导向得到充分
体现，医务人员专注于业务发展，服务
质量显著提高。以新余市人民医院为

例，2016 年该院心内科完成 PCI 手术
（急性心梗）200多例，创历史新高。而
医改前，此类手术例数少，且均由省城
专家完成。通过破除“以药补医”，新
余走出了一条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新路径。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
调研组实地调研后认为，新余把医改
当作民生工程的头等大事来抓，树立
了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典范。

“看病难”，难在优质医疗资源布局
不平衡。为改变这一现状，新余市加大
投入，整合村卫生室和村计划生育服务
室职能，确保每个行政村有一所“晓康
诊所”。同时出台《新余市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实施方案》，通过契约化服务、网
格化划片管理，引导签约对象到基层首

诊。姚圩镇凌溪村村民邓松良患病后
就近到镇卫生院就诊，在市人民医院专
家指导下，接受无张力疝气手术，只花
费3200元，节约了费用，节省了时间，还
利于家人照料。资源向基层“沉下去”，
有效缓解了“基层医院冷、城市医院热”
现象。2016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门诊、
住院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2%和 15%，占
总诊疗量比例达到63.6%。

今年，新余市又依托发达地区医疗
优质资源，推进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
共享中心建设，实现技术与设备同质共
享。同时开通远程会诊中心，建立拥有
1100多名专家的资源库，让患者与来自
北京、上海等地国内一流专家面对面，
享受一站式诊疗服务。

从“以药补医”向“以技养医”转变

新余走出公立医院改革新路径

8 月 8日，
上高县塔下乡
田北村农民在
进行收稻谷比
赛。当日，该村
举行以“全民健
身我参与 绿色
农耕动起来”为
主题的全民健
身大会，100多
名村民参加了
顶棍、收谷、扛
粮等5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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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患残疾，但没有向命运低头，以另一种姿态行
在高处；他，家境贫寒，但以贫为“耻”，在接二连三挫折中
奋起；他，文化水平不高，但追求新知，一直在致富路上奔
跑。他，就是瑞金市黄柏乡龙湖村“脐橙大王”邓大庆。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妄想让我屈服”
雨后初霁，黄柏乡坳背岗万亩脐橙基地内，娇嫩欲滴

的果子挂满枝头。年近60的果农邓大庆望着碧野千里的
脐橙园，喜上眉梢：“又是一个丰收年！”谁曾想，这个汉
子，身患右腿残疾，却在这片荒坡上，带领乡亲们种出了
致富的希望。

他有八兄妹，他排行老大。因家境贫寒，不到11岁就
辍学在家。他渴望出彩人生，想加入党组织，实现自己的
人生理想。1989年申请入党，1992年如愿转正。

2006年，潜伏在他身上的一种慢性病开始发作——
右脚股骨头坏死，为此花了不少钱来治疗，背了一身债，
邓大庆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妄想让我屈服！”黄柏乡的
土壤适合种脐橙，但当时脐橙销路没打开，他琢磨着种榨
汁甜橙。2006年，带着病痛的邓大庆，种植16亩800多株
甜橙。辛苦几年后，果树挂果，市场却发生变化，当时脐橙
价格一直走低，榨汁甜橙更是无人问津。雪上加霜，两次
种果失败总计亏损17万元，病情也恶化，还并发肾结石、胆
囊炎。债台高筑，最终落下右腿残疾，家境一落千丈。

身残、亏损、债务，并没有压倒这个赣南革命老区的
“山伢子”。2011年11月，邓大庆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向
亲友借了 2000元后，辗转于四川、湖北等地，学习脐橙种
植技术。次年春，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向银行贷款 4
万元后改种了 16 亩 800 多株脐橙。苦心人，天不负。
2014年邓大庆的脐橙园实现产值 3万余元，2015年实现
产值6万余元。

“2016年对我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头，那年，我们
家光荣脱贫。”邓大庆说。当年，邓大庆家的脐橙面积持
续发展到了30多亩、1300多株，脐橙利润超过15万元。

“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了才是真的富”
看到村里有近10户像他一样的残疾人在贫困线下挣

扎，邓大庆说：“我是一名党员，不仅要做脱贫致富的榜
样，还要带领乡亲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

“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一名共产党员
的责任和担当扛在了肩上。2016年 2月，邓大庆牵头，与
龙湖村委党支部共同组织成立“瑞金市主平果业专业合
作社”，邀请乡亲们加入合作社共同发展脐橙产业。起
初，乡亲们积极性不高，成立时社员只有5人。

“为了打消乡亲们的疑虑、坚定信心，我和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并且我毫
无保留地把自己种植脐橙的‘独家诀窍’传授给大家。”邓大庆真心帮扶，推开了乡
亲们的信任大门，2016年8月，合作社成员增加到18人，脐橙园面积扩大到930亩；
到2016年底，合作社第三次扩社，成员还吸纳了周边几个村民，社员达到56人，果
园面积扩大到3200亩。

合作社把分散的果农组织起来，通过“五统一”产业扶贫机制，即统一规划流
转、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病害防控、统一市场销售，帮助果农取得经
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通过广大社员的影响，带动了周边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
富。2016年，得到合作社帮扶的残疾户、贫困户有 46户，并带动了 1000多农户发
展，其中在2016年实现脱贫的贫困户有36户。

“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才能在致富路上走得更远”
为了让乡亲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脐橙有个好销路、能多挣些钱，文化水平不

高的邓大庆开始“触网”。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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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脚下、赛城湖畔，位于九江西
南18公里的城门山铜矿，是江铜集团重
要资源地之一。自 1995年启动生产建
设以来，城门山铜矿历经 20余载，日综
合生产能力实现了由 1200吨到 7000吨
的跨越。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
辛。亮丽成绩的背后，是城门山铜矿工
人无数个日夜的奋战与坚守。他们锐
意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他们担当奉献，
重塑班组业态。他们，是一群新时期的
产业工人。

匠人蕴匠心，一事精致
便动人

城门山铜矿采矿场拥有 60 多台
（套）大型设备，其中三分之二进口，包
括沃尔沃铰卡、小松铰卡、沃尔沃挖机
等，这些只在矿山作业的“巨无霸”们，
是矿山的“宝贝”，离开了这些大家伙，

矿山就寸步难行。
黄贤森师徒们，就是这些“巨无霸”

们的“保护神”。
黄贤森颇有传奇色彩。这位锅炉

工出身的采矿场维修工段电修班班长，
曾经“震”住了日本公司的技术人员。

烈日炎炎，13时 05分，记者跟随电
修班班组，来到城门山铜矿—70米台阶
处的采坑。

一个小时前，作业现场报修“沃尔
沃 V4 挖掘机仪表不显示”。黄贤森带
着杨声声、张贤良、李亚东，挎上工具
包，坐上矿区的“专车”，蜿蜒而下。

高大的挖机已经“歇菜”了。挖机班
班长曹亮说，采场是“人停机不停”，挖机
罢工一个小时，会影响到后续供矿、剥离
等很多道工序。黄贤森师徒熟练地一头
钻进了挖机车底，开始排查原因，不一会
儿，就找出了“病灶”——由于底盘大架
线路磨损，自动润滑系统报警罢工。

这边正忙着为挖机排除故障，不远
处，钻机又向他们求援，摆臂不作业
了。黄贤森赶紧走过去，一番摆弄，发
现是传感器故障。他轻轻地拔掉摆臂
的传感器，将自动模式调整为手动模
式，钻机又“哒哒哒”地响了起来。

14 时 13 分，所有的故障顺利排
除。黄贤森笑着说：“现在我们不需要
老外的技术支持了！”

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专注从哪里
来？黄贤森坦言，首先是对企业的热
爱，有了这种热情，就有了一种恒久的
精神。

电修班是一个年轻富有活力的班
组。班组现有成员 12 人，平均年龄 32
岁，其中35岁以下青年员工8人，技师3
人、高级工 5人。矿山大型设备由于运
行年数较长，又是 24小时不停作业，设
备运行工作计时都超过 2.4 万小时作
业。尽管面临着设备种类多、故障处理

难度大，维修点多面广等难题，但是班
组成员多年来一直发扬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的工作作风，克服人员不足等
困难，确保了维修质量和维修进度，为
保障矿山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

筑基在一线，班组重塑
新业态

企业的基础在班组。
怎么才能培养出打硬仗的队伍，又

能提高解决故障的能力，不断推进向
标、精、专方向发展，是摆在电修班面前
最为紧迫的任务。从2012年开始，以学
习型班组创建为契机，拉开了基层班组
提升战斗力的序幕。

“一双筷子容易折断，十双筷子牢
牢抱成团。”黄贤森说，通过学习型班组
的创建，把班组拧成一股绳，激发无限
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从而更好地服务矿
山发展。 （下转第2版）

“巨无霸”的“保护神”
——记城门山铜矿的年轻工匠们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