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医疗人员初审病历定性申报引质疑》追踪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JIANGXI DAILYC2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城 事 ■ 责任编辑 彭 平 钱鹰飚 美 编 刘济海

今明阴天 周五有雨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近日，南昌

持续阴雨天气，气温下滑。接下来，阴雨天
气仍占据南昌天气的舞台。

这些天，受连日阴雨天气影响，秋冬时
节的南昌有些潮湿。本周五，南昌有雨，周
六有较强冷空气造访。

15 日，南昌阴，15℃～20℃；16 日，阴
转多云，14℃～23℃；17 日，小雨转中雨，
17℃～20℃。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
辉）11月14日上午，南昌佑民
寺周边拆迁工地正在施工作
业。三条高压水枪交叉喷水
射向作业点，3台雾炮机分别
从3个角度将水雾喷向工地，
工地四周围挡上还架设了喷
水墙，将残余的粉尘颗粒“压
制”在作业区域内。据悉，这
是东湖区督促拆迁工地施
工，进行环保除尘新式降尘
作业方法。

随着南昌市旧城改造
工作不断深入，拆迁工地越
来越多，仅东湖区就有佑民
寺、裕丰大厦、青山湖宾馆
等 23 个拆除工地，拆迁工地
的 降 尘 工 作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为 此 ，东 湖 区 出 台 了

《东湖区拆除工地降尘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东湖区执
法 局 根 据 方 案 要 求 ，从 围
挡、增湿、密闭、冲洗等方面
加强了执法监督力度，并要
求各综合执法队对所有拆
迁工地通过精细化、标准化
管理手段，落实拆除工地降
尘“五到位”：降尘方案到
位、降尘报备到位、降尘审
核到位、降尘设施到位、监
控人员到位。同时，对拆除

工地监管做到“五不开工”：
无申报备案不开工、无环保
公示不开工、无防尘设备不
开工、无降尘措施不开工、
无围挡不开工。

为切实做好防尘降尘工
作，东湖区执法局要求各工
地实施五步工作法：信息公
示法；提前安装测试扬尘监
测设备和降尘设备；要覆盖
密闭网防止尘土散布；在施
工地点，工地要随时监测周
边 PM2.5 水平，并接受电子
监控和不定期执法巡查；施
工前 48 小时，使用雾炮机和
高压水车进行三面洒水增
湿，确保“湿法”作业。对于
违反操作规定的施工单位，
执法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法》第 69 条责
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者按
第 115 条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为确保给广大群众一片
美丽的蓝天、一缕清净的空
气，东湖区执法局还督促各
施工单位在作业上空防尘上
下功夫，经过反复测试，创新
了高压水枪、雾炮机、防水墙
三道防线的多方位、多视角、
立体式的空中防尘天网。

本报高安讯 （记者余
红举 通讯员况庆林）拆猪
场，拆旧房。今年以来，高
安市杨圩镇党员带头“拆”，
该镇的治理污染，建设秀美
乡 村 工 作 进 展 顺 利 ，实 现

“零强拆、零投诉、零上访、
零出警”。

今年，高安市杨圩镇打
响养殖污染治理攻坚战，湖
背村老党员胡道勇率先行
动，将30多头母猪和300多头
肉猪全卖掉，拆除猪场面积
860 多平方米。在胡道勇等

党员和干部的带动下，湖背
村196户养猪户积极响应，共
拆除猪场面积6.2万平方米。

据悉，杨圩镇是养猪大
镇，猪场拆除工作是难啃的

“硬骨头”，杨圩镇充分发挥
党员的标杆作用，党员带头
拆，还动员亲朋好友拆。目
前，全镇有930多户养殖户完
成拆除任务，拆除面积 40 多
万平方米，全镇养殖污染治
理已进入扫尾阶段。

同时，该镇充分发挥党
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党员、干

部全程参与和引导群众参与
秀美乡村建设。梅家村小组
党员梅平均为配合打通村中
通道，拆除自家旧房，拆除面
积400多平方米，其他党员也
纷纷行动，拆除旧房近百幢，
面积 4450 平方米。目前，全
镇20个村小组的秀美乡村建
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杨圩镇相关负责人说：
“党员干部起了示范作用，大
家主动配合拆除污染源和旧
房，盼望早日看到更加清澈
的水，更加美丽的乡村。”

筑牢立体防线
不让工地扬尘乱跑
南昌市东湖区多举措开展治理
要求“五到位”“五不开工”

治污染拆猪场 让家乡的水更清澈

南昌下半年学考开始模拟测试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1月 14日，记者

从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获悉，该市下半年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模拟测试启动。其中，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4学科考前模拟测试时间为11月14日
至11月27日，语文、数学、英语3学科考前模拟测
试时间为12月4日至12月10日。

据了解，南昌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于
2013 年启动机考改革试点。截至目前，共有历
史、地理、物理、化学、思想政治、生物和通用技术
学科实行机考。

经省教育考试院批准，南昌市今年下半年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机考科目确定为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语文、数学、英语。其中，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 4学科的机考从 11月 28日开始，原则
要求在4天内按规定场次完成。语文、数学、英语
3学科的机考从 12月 11日开始，原则要求在 5天
内按规定场次完成。在正式考试前，考生可自行
登录南昌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南昌市中招学
考平台进行网上模拟测试。

模拟测试系统开放期间，考生每天24小时均
可登录相关网站进行多次测试，但正式考试只能
考一次。南昌市学业水平考试最终成绩以等级呈
现，各科卷面原始满分为100分，根据考生得分成
绩按百分比划分A（优秀）、B（良好）、C（及格）、D
（不及格）四个等级。补考考生成绩记录为 A
（补）、B（补）、C（补）、D（补）。

真情心连心 点亮“微心愿”
本报南昌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从南昌市

总工会获悉，进贤县七里乡寺背村举办了“干群心
连心，点亮微心愿”物品捐赠仪式，共为55名困难
群众发放了大米、食用油、电饭煲、棉被、书包、文
具和自行车等价值近万元的生活学习用品。

据了解，南昌市总工会通过上门征询、网络征
询、座谈征询、定向征询，梳理出 55条“微心愿”，
通过捐赠实物、心理援助等方式，帮助当地留守儿
童、贫困学生、空巢老人、低保对象、残障人士等实
现“微心愿”，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关爱。

司机疲劳驾驶 货车冲出高速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11月 14日，江西高速

交警直属八支队第七大队接到报警称：在大广高
速公路3168Km附近，一辆小货车冲出高速公路。

民警到现场，询问驾驶员刘某得知：13 日 5
时，其驾驶小货车装载苹果从河南前往广东。14
日 6时 30分，行至大广高速公路时，因实在疲劳，
一不留神车辆便冲出了高速公路，所幸未造成人
员伤亡。事故处理后，民警对其连续驾车 4小时
未停车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200元，驾
驶证记 6分的处罚，对其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导
致交通事故的行为给予罚款 200元，驾驶证不记
分的处罚。

民警提醒，驾车时若有困意，要立即选择就近
的服务区停车休息，或驶离高速。

“三爱三淳”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本报万载讯 （通讯员高叙景、揭植友）6月，

万载县马步小学石笏教学点教师孙广初荣登“中
国好人榜”，被评为敬业奉献典型。孙广初是该县
深入开展爱党、爱国、爱家乡，淳学风、淳师风、淳校
风为主要内容的“三爱三淳”活动结出的硕果之一。

据了解，万载在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
“三爱三淳”主题教育活动，充分挖掘、整合“红色
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全县学生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成长历史、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万载的人文
景观。同时，创优德育载体，搭建德育平台，在全
县师生深入开展“心中有党 唱响红歌”大合唱、

“知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
学生从小养成爱党爱国爱家乡、刻苦读书奋发图
强的美好品质。另外，该县制定了《万载县教育系
统“十要十不准”行为规范》，将“十要十不准”作为
教师师德考核、职称评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并在教育系统开设“教育大讲堂”，邀请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授课，组织各校校长学习。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历经 2 年试点，南昌在全省率先启
动市、县、乡三级农村综合产权交
易中心建设。截至今年 10 月，南
昌市各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完成各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183
宗（其中 70%以上是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的 流 转），成 交 金 额 2.16
亿元。

据了解，2015 年 10 月，南昌市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挂牌
运营；12月，全市建成1个市级、5个
县（区）（南昌县、安义县、进贤县、
新建区、湾里区）级、64个乡（镇）级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基本实现服务
范围全覆盖；去年 10 月，南昌实现
市、县（区）、乡（镇）三级农村产权

交易互联互通。
南昌产权交易中心相关负责

人姚广告诉记者，2013 年底，南昌
市为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积极引
导土地流转双方入市交易，在全
省率先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交易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综
合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品种由原来
的单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交易扩展为 4 个——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含养殖水面）、“四荒
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南昌三级农
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建设完成，
突破农村综合产权的传统协议交
易方式，通过现场拍卖的方式组
织产权交易。

去年 1月 19日，南昌市昌东镇
程家池 5419.43 亩水田 10 年经营
权，以 620 元/亩/年的价格，在南
昌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通过
现场拍卖的方式成功交易。这是
南昌市第一宗通过拍卖方式进行
流转交易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南昌市探索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模式的有益尝试。

之后，随着南昌市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的推进，南昌市农业局在原
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荒地”
使用权及农业类知识产权等交易
品种的基础上，将农村集体经营性
资产纳入交易范围。高新区昌东
镇黄家村集体店面、南昌县泾口乡
后房村小学等一批农村集体经营

性资产通过现场竞价成功交易。
由此，带来的是土地流转价

格逐年提升，盘活了土地承包经
营权、农村集体性经营资产等各
类产权，提高了农村集体和农民
收入。

今年 1 月，南昌市高新区昌东
镇黄家村 1750 平方米店面 5 年经
营权在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竞价出租，最终以 36.30 元/平方
米/月价格成交，集体增加收入 200
多万元；南昌县泾口乡山头村 4 个
果园成交价格分别为底价的 4 倍
至 9倍；2月，新建区联圩镇路司口
村熊银子、熊小明等 86 户农户共
计 352.62 亩统一委托村委会对外
出租，租金达 800 元/亩/年，是当

地平均流转价格的 1.5倍。除去租
金，当地农户在公司打工收入每月
达 2000多元。

据悉，截至今年 10 月，南昌市
各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完成
各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183 宗，成
交金额 2.16亿元。

此外，南昌市农村综合产权交
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促进了
土地规模化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同时也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流转土地面积 94.58 万亩，占全市
流转总面积的 80%；全市家庭农场
8657 家，占全省数量的近三分之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 4472 家，覆盖
农户数 202775户。

盘活土地承包经营权 增加农民收入
南昌各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成交金额达2.16亿元

11月 13日，余江县锦江
镇老街旁，修缮一新的古县衙
展露新颜，吸引不少当地居民
先睹为快。据当地史料记载，
余江古县衙始建于宋代，包括
门楼、厢房、大堂、花厅、监狱
等，后历经多次损毁及修复，
现存的主体建筑群占地面积
约1200余平方米。目前，经
过修缮，古县衙呈现出新面
貌。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古县衙 展新颜

11月11日，南昌赣昌砂石有限公司在东湖
区森美生态园，举办了主题为“牵手户外·告别单
身”的青年联谊活动。南昌市政公用集团、南昌水
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南昌市属机关等30余家单位的青年男女参
加活动。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本报就南昌市东湖区民政局
在评定伤残等级（简称评残）初审
工作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报道，
省民政厅党组对此高度重视，已责
成南昌市民政局督促东湖区民政
局依规整改。

11 月 1 日，本报《非医疗人员
初审病历定性申报引质疑》报道
了南昌市东湖区民政局在初审评
残申报材料中，由非医疗专业审
批人员审查申请人病历中描述的
伤情，比对相关标准并直接得出
初审结论，以此定性申请人申报

条件。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是：
权威医疗、法学专家均已从各自
专业分析并指出，南昌市东湖区
民政局非专业人员审查伤情得出
的“非专业”结论不科学，也不准
确。根据民政部及我省出台的相
关规定，以此定性申报条件的做
法在程序上存在违法行为，可能
会导致“法外运行”公权现象。东
湖区是否误读上级条文规定，在
执行中“走偏”？下一步是否纠
正？初审部门该如何规范“审查
病历”工作，以保障广大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呢？

11月 1日上午，记者来到南昌

市民政局采访。该局优抚处负责
评残审批工作的高姓负责人向记
者出示了一份赣民发［2016］11 号
文件《江西省〈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并表示，南昌市各辖区
民政部门均参照该文件执行，尤其
是遵守“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受理条
件的，则应当填写《评残（调级） 不
予受理决定书》，连同申请人提供
的材料退还申请人”等相关规定。
但他拒绝解答东湖区的做法是否
规范等采访提问。

高姓负责人说，应对媒体采访
是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而
该发言人当天请假了，且局领导只

叮嘱他向记者提供相关文件依据，
并未授权他做解答。他强调，该文
件是省民政厅出台的，具体解释权
在省民政厅。

记者就此向省民政厅寻求解
答。省民政厅对此高度重视，省民
政厅党组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本
报11月1日的报道提醒民政部门须
进一步规范、细致地做好相关审批
工作；南昌市东湖区民政局目前的
做法在全省系个例，其非医疗专
业人员就病历中描述的伤情进行
比对审查，不可避免会有偏差，此
举既不严谨更不规范，须依照相
关规定予以纠正，南昌市民政局

应督促其依规整改。
该负责人还表示，全省各级

民政部门要坚持“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的工作理念，切实依法依规
履行好各项民政工作职责，热情
真诚周到地服务好广大群众。评
残工作政策性比较强，相关要求也
很严格，全省县级民政部门在受理
评残等初审工作中，应严格遵照相
关制度规定履行工作程序，把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具体工
作之中。

南昌市民政局如何落实督促
整改工作，本报将继续关注。

省民政厅党组高度重视
责成南昌市民政局督促东湖区民政局依规整改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高压水枪向作业点喷水。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