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2月下旬以来，莲花县湖上乡相
继举行产业分红大会，全乡684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喜获 29.4万元“产业发展红包”。这是该
乡培育发展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优势产业+贫困户”
增强“造血”功能

该乡按照县里出台的“2345”产业扶贫政
策，组织乡村干部对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和发
展意愿进行“地毯式”摸底，帮助贫困户发展
对应产业，切实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造
血”功能。

对有劳动能力和养殖意愿的贫困户，为其
购买优质白鹅、黄牛、黑羊等传统绿色畜禽，并
实行统一回购；对有劳动能力、空闲地或荒芜

林地的，为其免费提供蜜柚、蜜梨和油茶等高
产高效果木，并组织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种植；
对有一技之长和创业愿望的贫困户，除金融支
持外，还积极组织到相关技术学校进行深造，
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贫困户
转型“创客”；对没有劳动能力、但有安装光伏
发电条件的贫困户，大力实施光伏扶贫，全乡
共有411户贫困户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每年可
为每户贫困户增收6000元以上。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培育农民“股东”

该乡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工程，一方面引进
县内外农业产业合作社，引导致富能手和产业
发展带头人发展产业；另一方面鼓励更多农民

尤其是贫困户以土地租赁、劳务合作和上级安
排产业资金等作为股金入股，强化经营主体与
贫困户的利益联结，从而实现资金（产）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促进农业增效。

去年以来，该乡新增农业产业基地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15家，盛大湖羊养殖基地、凡家昌
莲生猪养殖基地、乡裕葡萄园、明兴农林桂花
基地、木龙潭罗汉果基地、圳背水栀子基地等，
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统计，该
乡入股农业龙头企业的贫困户共684户，每年
户均分红达500元。

“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村”
确保整村“拔穷根”

针对10个“空壳村”的乡情，该乡出台《关

于实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行动的意见》等
文件，立足自身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探索符合
乡情、村情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子。

坚持长短结合，一方面精心培育能短期增
收见效的产业，一方面坚持抓好管长远增后劲
的产业，不断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引进省
级龙头企业莲和农业，用现代化标准化方式发
展生猪养殖，3个重点贫困村以土地和产业扶
贫资金入股企业，前3年企业除向贫困户分红
外，还向贫困村支付不少于5万元作为集体收
入。利用无开发利用价值的山场，给每个行政
村集中安装 50千瓦光伏发电设备，每年可获
得超过 5 万元固定收入，坚决拔掉贫困村的

“穷根”。
脱贫攻坚工作任重道远，产业扶贫是精准

扶贫的重中之重，湖上乡将以更加创新的思
路、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坚韧的毅力、更加扎
实的工作铁腕治贫，奋力实现贫困户脱贫梦，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郭 琪）

合作社向贫困户兑现分红

莲花县湖上乡发放29.4万元“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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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
月3日，记者从南昌市人社局获悉，

《南昌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今年
1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提到南昌市
将进一步提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具体包括年度最高支付
限额提高至50万元、新增地中海贫
血等14种门诊特殊慢性病。

根据《办法》，从今年起，南昌
未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统筹基金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10 万元。此
前，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在参保登记
前患有各种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
治疗、肾功能衰竭血透、腹透、各种
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南昌设立
了 36 个月的支付等待期，本次《办
法》则取消了此项规定，极大提高
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享受。

《办法》规定，困难企业（按规
定程序认定的国有、大集体困难及

关破改企业）在职职工（含改制企
业协保人员、2009年以后改制企业
经济补偿人员）大病保险费由财政
资助缴纳。

今年起，南昌较原来增加了 14
种门诊特殊慢性病，总数达到 33
种，其中Ⅰ类增加了地中海贫血
（含输血），Ⅱ类增加了慢性房颤、
心肌病（原发性）、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哮喘、肝硬化、脑卒中
后遗症、癫痫、重症肌无力、血吸虫
病、痛风（高尿酸血症）、重度骨质
疏松症、骨关节炎、青光眼。

为方便患门诊特殊慢性病的
参保职工就医购药，《办法》将门诊
特殊慢性病就医医院从原来的三
级医疗机构覆盖到了一、二、三级
医疗机构，同时提高了在一、二级
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

为妥善解决退休人员医疗待遇
享受的问题，《办法》规定，欠费的困

难企业可按“退谁补谁”办法补缴所
欠医疗保险费。补缴后，办理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手
续，并将单位已经办理了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手续的退
休人员分户统一管理。已办理了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手
续的退休人员，不因用人单位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欠费而影响其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

同时，《办法》明确，参保人员持
社会保障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购药，发生的医药费用即时结算，
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支付，统筹
基金和大病保险公司
应承担的部分，分别
由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和大病保
险公司与定点
医药机构实行
结算。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1月
3日，南昌市人社局公布该市2018年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具体涉
及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据悉，今年，南昌市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共五档，其
中第一档缴费基为 2807元，月缴
费额561.4元；第二档缴费基数为
3743元，月缴费额 748.6 元；第三

档 缴 费 基
数 为 4678
元，月缴费
额 为 935.6

元；第四
档缴费基

数

为9356元，月缴费额1871.2元；第五
档缴费基数为 14034元，月缴费额
2806.8元。

今年，南昌市无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按无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第三档缴费基
数确定，为4678元。

此外，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
由失业保险代缴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缴费基数按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第一档缴费基数（即
2807元）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享受
社保补贴期间，其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缴费基数按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第一档缴费基数（即
2807元）确定。

本报讯（记
者赵影）元旦假

期，港澳游和短线出
境 游 迎 来 一 波 小 高
峰。记者获悉，去年11
月以来，香港、澳门、
日本、泰国、印度尼西

亚、越南等方向持续火
热，其中我省独自出游

的单身人群较去年增长
明显，住宿方面更青

睐星级酒店和特色民宿。
“今年在香港跨年，维多利亚港

10分钟的烟火音乐汇演非常震撼。
而且现在去香港、澳门非常方便，电
子港澳通行证二次签注立等可取，我
这次就是临时决定的，拎包就走。”南
昌市民林先生表示，签注简化让他的
出行更加便利。据悉，2017年，南昌
市出国境证件办证量高达100万人
次，其中近一半是办理赴港澳二次签
注，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在

该市12个办证大厅全面推出了电子
港澳通行证二次签注，实现立等可取
方便民众出行。

“港澳以及东南亚等地一直
都受到我省居民青睐，出游群体
主要以结伴出游和亲子家庭为
主，但是这几年，单身出游的人群
逐渐增多，他们的旅游经历相对
丰富，对出游计划和日程要求也
相对明确。”南昌市洪都中大道某
旅游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与结伴

出游人群相比，独自出游者在住
宿方面更加偏爱客栈、民宿、度假
公寓等非特色住宿。

记者了解到，去年 12月至元
旦假期期间，不少上班族选择

“2-3 天年假+元旦假期”拼假的
方式出游。据携程大数据显示，
江西省独自出游港澳及出境游人
数约占总报名人数 15%，其中男
女比例约为六比四。最受单身男
性欢迎目的地为泰国、越南、日

本，最受单身女性欢迎目的地为
日本、中国香港、泰国。单身人士
平均开销比跟团游高出近 3 倍，
尤其体现在吃住等服务方面。

据同程大数据显示，从年龄
来看，江西独自出游者的年龄主
要分布在21至30岁和41至50岁
两个年龄段，二者合并占比近六
成。交通工具方面，他们最青睐
飞机，其他依次为高铁、普通列
车、自驾车、长途巴士等。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去年7月7日开通的红谷隧道方便
了赣江两岸机动车往来，但这条限
定只许机动车进出的隧道从开通
后屡屡有行人与非机动车闯入，使
隧道维护部门“很受伤”。1月2日
23时，南昌交警与养护公司开展了
一次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闯
过江隧道的联合整治行动。

“白天有辅警还好点，辅警
下班后行人和非机动车闯隧道
现象明显增多。”南昌市政集团
养护公司质检部负责人范宁介

绍说，违法闯入隧

道的行人和非机动行车平均每
天在 200 人次左右。而每天 22 时
后是违法闯隧道的高峰时段。

“去年 12 月 31 日，还有个醉汉夜
闯隧道，就睡在隧道里，严重影
响交通安全。”

记者了解到，由于隧道没有全
线开通，为了安全，红谷隧道每日
零时至 5 时会在出入口降下栏杆
禁止通行，但栏杆屡屡被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破坏。范宁表示，栏杆平
均每月被撞四五次，每次损坏造成
的损失约5000元。

整治行动开始10分钟，就接连

拦下三辆从红谷滩方向经隧道出
来的电动车。

“根据国标：对长度大于 1000
米，行驶机动车的隧道，严禁在同
一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或人行
道。红谷隧道长度在 2500 米以
上，所以不能设置非机动车道与人
行道。”范宁解释说，这既是国家标
准要求，也是为了行人与非机动车
的安全。

在当晚一个小时的整治行动
中，查获了 16 起非机动车闯隧道
违法行为，非机动车主们受到了相
应的处罚。

新年伊始，在乐平市东湖
社区大地豪城小区，一幢原木
色的小屋格外引人注目，走近
一看，屋内分别摆放着可回收
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几
个不同的垃圾桶，还有投放废
旧电池的透明小垃圾桶。小
区业主、东湖社区公益组织

“帮帮团”团长徐光辉骄傲的
告诉我们，像这样的小木屋，
小区共有 6个，这个拥有 1032
户的小区，已成为乐平市首个
实现垃圾分类的小区。

今年以来，以创建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和城市功能修
补、生态修复为主旨的“双创
双修”在乐平不断推进，城乡
环境得到全面整治，垃圾前后
端处理问题日益引人注目。
小区原先在每个楼道前都安
置了两个保洁垃圾桶，气温一
高，桶内各种垃圾异味扑鼻，
有时连进出楼道都臭熏熏的，
居民对此很有意见。

在洎阳街道的支持引导
下，大地豪城小区和乐平环保
协会积极对接，尝试在小区推
行垃圾分类。刚开始有居民

不理解，称垃圾分类在许多发
达国家、大城市都做不好，一
个小区做这个太脱离实际。
面对质疑，政协委员、乐平环
保协会成员程常清说出了许
多志愿者的心声：“垃圾分类
是大势所趋。我们先行一步，
就是要传递一种绿色环保理
念，我们每前进一点，垃圾分
类的理念就更深入一点。”

在街道的支持下，徐光辉
等志愿者专程前往上海、浙江
等地参观学习，乐平市环保协
会也从北京请来专家，为小区
垃圾分类试点作规划。乐益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共同排
练专场晚会，小区周边的乐平
市第五小学也积极加入，专门
创作近 10 分钟长的《垃圾宝
贝的新生命》小剧场，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
育。

不到半年的时间，垃圾分
类理念在小区深入人心、家喻
户晓。这项被许多人认为“大
城市都做不好”的事，硬是在
大地豪城小区落地生根、开花
见效。

我省打造“工匠精神”精品课程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骆辉）我省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职业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实施意见
（试行）》。据悉，我省将实施“工匠精神”培育融
入课程计划，把“工匠精神”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
核心素养列入职业院校各类课程的教学目标。

根据要求，各职业院校要在普遍开展“一师
一优课”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一批具有丰富“工
匠精神”培育内容的精品课程。与此同时，我省
将实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名师”培育计划，即
面向全省中职学校遴选 200名、高职院校遴选
100名师德师风良好，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具
有一定行业实践经历和职业技能证书的中青年
教师，通过校本培训、外派研修、入企锻炼等形
式进行为期三年的综合培育，使其成为技术创
新、技艺传承、教学改革等方面的业务骨干。

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记者邹海斌）近日，樟树市首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周秋生在长沙完成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救治了一名素不相识的7岁女孩。

2017年 12月 23日至 28日，周秋生在长沙
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准备。28日，经过 6个
多小时的采集，周秋生成功地捐献了 153毫升
造血干细胞。采集到的造血干细胞血液袋装入
密封箱，由樟树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李菲交
接给患儿所住北京某医院卢医生一行。

当日，卢医生一行立即踏上“绿色通道”，搭
乘航班将周秋生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带到北京某
医院，救治一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症的 7岁女
孩。当晚，医院给患儿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手术，至29日凌晨1时顺利完成移植。

阴雨连绵 气温低迷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接下来

的日子，阳光几乎不会露脸，再加上有
雨水的助力，加强版的湿冷模式开启，
南昌气温大降。

气象部门预计，周四洪城雨量进一
步增加，将出现中雨。未来几天，雨水
一来，气温将被“打压”，白天最高气温
7℃，最低 4℃。由于有雨，体感会更湿
冷，大家外出还是要多穿一点。

4 日，南昌小到中雨，4℃～7℃；5
日小雨转阴，4℃～8℃；6日小雨 5℃～
7℃。

省城南京东路完成沥青摊铺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月 2日凌晨，南

昌市南京东路改造项目的重要环节——面层沥
青摊铺工作正式结束。

据悉，南京东路（青山湖大道-上海路路
段）全长 732.894米、宽 22米，原有路面结构为
混凝土路面加沥青层，道路裂缝多，且裂缝处大
部分存在脱空现象。对此，南昌市政工程管理
处对原 5厘米厚的沥青铣刨，并加铺 10厘米厚
沥青，路段总计摊铺沥青 19000平方米。该项
目竣工后，将提高本路段人行道的承载能力。

南昌提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提至50万元 新增14种门诊特殊慢性病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基数公布

携程大数据显示：江西出境游客中15%为独自旅行

“单身游客”越来越多 其中六成为男性

违法闯过江隧道
南昌每天查处200起

垃圾分类我先行
乐平一小区敢为人先

该罚

点赞点赞

交警在红谷隧道开展整治。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南昌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引导快递企业

使用可回收包装袋，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买
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提
高到50%以上……日前，记者了解到，南昌将通
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多项举措，到
2020年底，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
年下降 16%，能源消费总量增量控制在 235 万
吨标准煤以内。

“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
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增加产能项目。”南昌市发改
委相关人员称，该市将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
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同时，加快推进二手
商品流通和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再生
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处理网络体系融合，商贸
流通网络与逆向物流体系共享，推动城市配送
综合发展，运用新能源车辆用于末端配送。引
导快递企业使用可回收包装袋、周转箱，做到快
递包装标准化和减量化。

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
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提高到 50%以上，
新建和既有停车场要配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
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推动餐厨废弃物、建
筑垃圾、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
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到
2020年，全市建立餐厨废弃物单独收集处置利
用体系，餐厨垃圾处理能力达到400吨/天。

朱媛媛 本报记者 徐黎明

1月1日，铅山县河永快速通道（河口至永
平）即将建成通车。这是铅山首条彩色公路，宛
如彩带穿行于秀美乡村间。 通讯员丁铭华摄

铅山彩色公路扮靓秀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