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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江

项目强镇助腾飞
彬江镇地处宜春城区东郊袁河下

游，与新余市分宜县毗邻，是袁州区的
东大门，国土面积 137平方公里，辖 15
个村委会和 2 个居委会，总人口达到
5.6万余人。

近年来，彬江镇党政一班人全面
审视镇情，立足区域优势和凭借工业
园区的平台，迅速确立了开放强镇、工
业强镇、项目拉动的发展思路，让彬江
的工业驶上快车道。

着力吹响工业强镇的“集结号”。
为给投资客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
境，彬江镇在财力十分吃紧的情况下，
仍然投入巨资用于改善交通、供水、供
电及集镇面貌。同时，加大投资力度，
树立“以情招商、以商招商、驻点招商、
产业招商、全民招商和服务招商”的工
作理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在先后派出多个招商小分队，赴深
圳、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招商的同时，
发挥彬江籍在外成功人士的积极作
用，主动与沿海梯度转移项目对接，使
彬江的招商引资异常火爆。

一份份投资合同的签订，一个个
投资项目落户彬江：2015年，先后有晖
能新材料、中石油商品油库等一批企
业捷足先登，引进资金2.5亿元。2016
年新签约项目5个，2017年引进项目4
个，资金 2.3 亿元，今年，又新引进的 4
个项目正在有序建设之中。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现在
众多的“凤凰”栖落彬江，该怎样留住

“凤凰”，让其发展壮大？彬江镇党委、
政府注重狠刹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四风”问题，严厉查处损害
客商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树
立了保姆式服务理念，通过推行首问
负责制，协助落地企业办理工商、税务、
土地等各种证照，完善有关手续，帮助
企业向银行融资，促进企业上马投产。
为江西天蝉电子商务基地和互联网产
业基地免费提供临时办公场所，2016
年已展开运营并上交税收800余万元；
创造条件帮助华恒实业、鸿辉机电、腾
飞电器等 5家企业做大做强并成功申
报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了规模以上企业
的加快发展；帮助投资3亿元的中石油
库项目完成土地征收、出让手续和规划
设计，并正在开工建设。

彬江镇招商引资出奇招：改造环
境吸引钱，盘活土地变成钱，选准项目
聚集钱，营造空间留住钱。为外资企
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与帮助，更加坚
定了他们扎根沃土创业的信心。在彬
江袁河河畔厂房林立，机声欢畅，释放
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磅礡动力：2017年，
全镇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4.2亿元，税
收达到1600万元，增长30%。

农业富镇殷民实
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

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是彬江镇党
政一班人对发展农业形成的共识。

近年来，彬江镇党委、政府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财政挤一点、立
项争一点的办法，投资 6100 万元，对
17座小（二）型以上水库、12座山塘除
险加固和南源灌区主干水渠进行“敷
药”补合，确保了干旱不缺水，粮食生

产及其他经济作物得到有效灌溉。
彬江镇把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放

在农村工作的首位来抓，突出做好“田
里抓高效，栏里抓养殖，山上抓再造，
水上抓提高，整体创特色”的文章，全
面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每年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5 万亩以上，
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做到了各种耕地
应种尽种。整合农业项目资金 1000
万元，对前白源、白源、横山 3 个村共
5000 亩土地进行平整，建立霞塘 3000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

彬江镇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
大力实施“主辅换位”，引导农民从以
粮食为主向蔬果业、畜牧业、加工业、
油茶业、花木业及旅游业为主转变。
现如今，“主辅换位”已成为彬江农民
和农业投资商的一个“聚宝盆”：前白
源、白源、英山三个村的万亩油菜成为
旅游观光带。2017 年 3 月，依托油菜
花品牌和广利寺禅宗文化，成功举办
了彬江镇“春耕祈福，农禅之旅”大型
旅游节活动，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打
响了彬江农村旅游品牌，并成为全国
首个县级“乡村旅游智库”诞生之镇；
润和种植等合作社种植的 3000 亩蔬
菜基地，品种多达 20 多个，每日向城
区供应新鲜蔬菜 20多吨，湿漉漉的无
公害蔬菜成为市民的抢手货；兴阳、霞

塘新造的 2000 亩高产油茶基地成行
成片地分布在山山岭岭，让农民在金
秋十月的季节里喜摘“开心果”；社树
村的牛蛙养殖基地成了酒店餐桌上的
美味佳肴，仅此一项年产值就突破
5000余万元，并带动周边 20余户村民
参与养殖，人均年收入增加 1.8 万元；
船坊村的千亩苗木，百花盛开，千苗竞
长，引得客商纷至沓来，一出手就是几
百上千，让苗农尝到了“树墩子就是钱
袋子”的滋味；兴阳村的 500 亩葡萄
架，横山村的 300亩蓝莓基地，每到采
摘季节，鲜莓“蓝”遍了田野，更“暖”透
了农民的心。

镇村新景入画来
漫步彬江镇，“秀美”的风景接二连

三：配套完善、功能齐全的水墨集镇吸
人眼球；环境整洁、风光旖旎的秀美村
庄镶嵌沃野；宽敞平坦、绿树掩映的主
街道五纵三横；偌大无比、琳琅满目的
贸易广场商品吸引着顾客蜂拥而至。

彬江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干
部一次次深入村组，倾听退休干部和

群众对实施秀美乡村建设、美化亮化
的真知灼见，一份秀美乡村建设与发
展的宏伟蓝图终于勾勒成形：以沿江
路为带，打造以行政办公、教育、电商
发展为主的新城区和以商贸活动、住
宿、餐饮为主的旧城区，推动新旧城区
同步发展。同时做到集镇规划与发展
相统筹、村庄与集镇规划相同步、镇村
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体现出全域
规划、整体布局、镇村联动、筹谋精雕
细琢彬江古镇。

总投资 1.2 亿元，涵盖 30 个重大
项目的秀美乡村建设在彬江全面展
开：投资 1000 万元、依水而建的彬江
人民公园，构建起“水畅、河清、岸绿、
景美”的休闲景观；投资近 2000 万元
对中心小学实行整体搬迁，使 2800多
名学生搬进宽敞明亮的校舍；投资300
余万元的彬江中学学生公寓、食堂均
已投入使用，投资 580 余万元新建了
幼儿园。同时对兴阳、南源、横山等11
所村小进行了新建或改造，投资 700
万元新建了镇卫生院住院部大楼，并
对 6所村级卫生所进行了改造。尤其
是过去尘土飞扬或泥泞的宜新公路，

如今已建成一条宽敞平坦、绿树掩映
的一级柏油公路；投资 3232 万元“五
河”改造，让河道拓宽、让河水变清；投
资 7000多万元对排水、排污、路灯、道
路、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
全方位“包装”，提升了集镇的文、体、
娱、购服务功能，增大了集镇面积，增
加了集镇人口。

彬江人在行动，彬江成绩可圈可
点。投资 3000 万元分别为 12 个村兴
建了千吨万人饮水工程；投入 700 余
万元全面铺开农村清洁工程，完善了
保洁机制，采取“户收集、村运转、镇处
理”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昔日“乱
脏差”现象不见了；投资 2700 万元完
成了霞塘村宋家组新农村建设点的建
设。近3年来，先后建成了39个新农村
建设点，488 户危旧房户得到了改造，
住上了新房；投资 800余万元、总长约
13.4公里的彬南公路改造已竣工通车，
目前，全镇自然村通公路率达 100%。
10万余平方米的房屋由黑扮白，5万余
棵名贵树木点缀公路两旁及房前屋后；
20家小作坊企业、39家烟花爆竹销售
点有了全程监管，8家污染企业的烟囱
和锅炉房被整改或清除；23 家养猪场
全部退养到位。“青山绕家园，绿水照眼
明”的乡村美景让人点赞不已。

新时代、新作为、新发展。彬江
人民步履坚定，铿锵有力，正朝着建
设开放繁荣的实力之镇、人气集聚的
宜居之镇、自然低碳的生态之镇、幸
福洋溢的和谐之镇的道路阔步前行，
在“赶考”路上向人民交出一份份满
意的答卷！ （戴松华戴松华 袁小明袁小明）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处处激荡着发展的澎湃激情：在
工业园区，入园企业机声隆隆，产销两旺，新引进的企业正抓紧施工；在乡村田野，
金灿灿的稻田映衬出农民丰收图景，亮丽秀气的农家小楼，碧水蓝天、山峦翠绿，让
人心旷神怡，陶然逸乐；在集镇上，宽阔整洁的街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精致楼房
鳞次栉比，商业店面一片繁忙景象，一幅江南水墨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

彬江镇，今年1至6月，完成财政收入6120万元，并先后荣获宜春市计划生育
先进单位、袁州全区科学发展综合先进单位等荣誉。

魅力、和谐、民富、腾飞，正是人们对彬江镇的诠释！

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步履铿锵踏歌行
——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经济社会发展纪实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新农村建设

彬江镇中心小学彬江镇中心小学

集镇一角集镇一角

想看病却不知道哪家医院好，去网
上搜索咨询，遇到热情的线上医护人
员，不仅嘘寒问暖，还积极推荐专业医
院，协助挂号就医。你以为遇到了热心
人，却不知掉入了网络医托精心布置的
陷阱。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来，
一些网络医托潜滋暗长，有些甚至

“升级”为集团化运作，让患者陷入就
医骗局。

假扮护士引诱患者
近日，湖南长沙市工商部门接到举

报称，一家名为“湖南男博医疗集团”的
公司诱骗患者就医。

据了解，这家公司组建了约 400 人
的新媒体咨询顾问组，咨询顾问加患者
为微信好友后，诱骗患者到长沙、衡阳、
永州等地的相关医院看病。这家公司
还将与其有利益往来医院的挂号系统
链接到公司咨询顾问的电脑，
引导患者就诊。

记者调查发现，为吸
引男性患者，咨询顾问都
用美女作为微信头像，

并在聊天中挑逗男性患者，以吸引患者
到指定男科医院看病。“聊天时经常使
用一些露骨、暧昧的语言，引诱我去男
科医院治疗。”一位被骗患者说，“美女”
咨询顾问常常对他嘘寒问暖。“你去看
好病了我们才好继续发展关系呀。”一
些男患者被咨询顾问这样的“关心”打
动后受骗。

一名曾在这家公司担任过咨询顾
问的人告诉记者，“与我们有业务往来
的医院大多是民营专科医院，其中很多
是男科医院，主要分布在湖南长沙、衡
阳、永州等地区。只要把患者带进了我
们介绍的专科医院，就不怕查不出病。
看男科病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

一位患者告诉记者，“我在一名姓
刘的咨询顾问推荐下，去一家男科医院
做了前列腺常规等检查。医生说我有
包皮炎、睾丸炎和包皮过长，做了包皮

环切术、激光除疣和术后抗炎。
还要我照红外线，照一次要
一千多元，一共花了一万多
元。后来去正规医院咨询
才知道，这些手术都是不

必要做的，纯粹白花
钱、活受

罪。”

“网络医托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
骗性，不仅蒙骗患者钱财，还对患者造
成伤害。有的耽误病情，有的没病看出
病来，让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疗。”湖南
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说。

目前，这家公司负责人已经将公
司注销，不知去向，工商部门正在深入
调查。

医托套路不断升级
近来，多地时有查处网络医托案

件。今年6月27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
岗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遵义市欧亚
医院招募大量社会人员，对不特定人员
进行添加聊天诱导群众前往医院就诊，
并在就诊过程中通过虚构病情、夸大病
情、过度治疗等方式骗取群众钱财。目
前，红花岗公安分局已将欧亚医院的相
关涉案人员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2017年 9月，北京丰台工商执法人
员发现，一家名为北京东方起点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络医托，利用连环
话术，假冒慈善机构人员和医生身份，
蒙骗脑瘫病患者前往与其合作的指定
医院就诊。每成功拉到一人前去住院，
公司员工就可获得1000元提成。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医托日益升
级，呈现集团化、隐蔽化的特点，并形成
完整套路：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公司，
顶着“某某医疗集团”“某某医疗咨询公

司”的头衔，招揽
一批咨询顾问和
业务员，在网络和
微信上诱骗、引导
患者到指定的医

疗机构就医，然后从中收取
“人头费”。一旦遭遇举报或
执法部门介入调查，这些所
谓的医疗集团就立即注销
公司，一跑了之。

湖南一家民营医院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

不少公司专门从事网
络问诊工作，表面上

是为患者“答疑解
惑”，实际上是招聘
了一批没有任何专

业医疗知识的医托
来“拉客”，诱骗患者到关联医院看病。

“有些公司专门为医院和患者牵线搭

桥，然后向医院收取人头费，实际上就
是在卖患者。”这位负责人说。

“如果患者消费得多，咨询顾问的
提成就会高，最多可提成上千元一个
人。”一位知情人士说。“湖南永州东方
男科医院是我的客户，我曾把患者介绍
到他们医院。我们收的是小头，这些医
院才是拿大头，有患者曾在这家医院花
费数万元的医疗费用。”曾担任咨询顾
问的肖女士说。

据记者调查了解，跟网络医托有勾
连的一般是男科、妇科、脑科等一些民
营专科医院。“一些民营专科医院本身
实力不够，得不到患者的信任，管理也
不够规范，缺乏核心竞争力，为了获取
利益，往往铤而走险，运用这类‘旁门左
道’。”成都一家民营医院负责人说。

医托和关联医院都要严查
“网络医托通常让患者加微信私下

聊天忽悠，或者通过一些社交平台招揽
患者，这类方式非常隐蔽，增加了调查
取证难度。”四川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
督处副处长邓晓玲说。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工商部门管
注册，卫生部门管医院，实际上对网络
医托缺乏有效的监管主体和手段。”目
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惩罚网络医托的
法律，亟待出台相关法规，让基层有法
可依。同时，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也
需加强联动，合力打击网络医托和与其
有利益关联的医院。

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相关负责人
认为，随着信息化技术发展，特别是“互
联网+医疗”兴起后，一些真假难辨的信
息涌现，百姓难以识别。“应对网络医托
各个环节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要
对与医托有利益关联的医院严肃追责，
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小露
建议，网络医托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
序，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
处罚。如果构成诈骗，应当追究网络医
托的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等提示，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患者在网
上问诊需要保持清醒理性的态度，尤其
是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各种推荐，有病
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

表面上为患者“答疑解惑”实际上是医托设套“拉客”

揭秘网络医托骗局
吉林省警方近期破获多起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从广东、福

建等地抓回数百名犯罪嫌疑人。经警方审查了解到，这些电信
网络诈骗案都有事先演练好的“台词”和“剧本”，甚至设有不同
身份的“演员”，布下层层“陷阱”，如演戏一般使一些不明真相者
上当受骗。

警方连破多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日前，162 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被从广州押解至

长春。至此，吉林辽源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
在广州市公安局配合下，警方捣毁犯罪窝点 14个，收缴大

量电脑、手机等作案工具500余件，冻结资金2000多万元。
在辽源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告破后，吉林省集安市警方又

破获了另一起诈骗案。此起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近亿元，近万
人被骗。

近日，专案组兵分 4路，在广东省警方的配合下，吉林警方
对盘踞在广东省多地的 4个窝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彻底摧毁
了该诈骗团伙窝点，8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吉林四平警方经过一个多月侦查，近日也从福建抓回 9名
电信诈骗案犯。

有“台词”有“剧本”，骗钱没商量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岳喜田介绍，这几起案件都是典

型的利用网络手段实施犯罪的电信诈骗案件，操作模式极其类
似，应引起重视。

——不法团伙组织严密、体系完整、以公司化运营。这些诈
骗团伙注册多家公司掩饰不法行为，并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场
所作为诈骗窝点，组织结构严密，下设话务组、诈骗平台开发维
护组、资金转账组，团队化管理，涉案人员众多，隐蔽性极强。

——有“台词”有“剧本”，作案过程分角色，情节环环相扣。
诈骗团伙话务组成员首先冒充美女，以加错微信好友为名搭讪
被害人。再以联络感情赢取被害人信任后，适时晒虚假盈利单
等手段勾起被害人感兴趣，然后以推荐炒汇老师、炒汇助理等名
义诱导被害人操作购买外汇或者贵重金属。最后在“专家”指导
交易下，使被害人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最终流入诈骗团伙
手中。

——作案手段极其专业，流水化实施诈骗。诈骗团伙先是
招募人员搭建虚假平台，利用平台操作环节制造漏洞。然后非
法收集个人信息，筛选出注册微信的手机号码作为诈骗对象。
再由所谓的精通外汇证券交易或者是贵重金属交易人员，提供
虚假盈利单。随后由话务组人员按照“剧本”引被害人入局。整
个过程精心设计，让人防不胜防。

“诈骗团伙职责分工明确，具有跨区域、专业化、涉众广的特
点，造成侦破工作取证难、办案难、抓捕难。”辽源市公安局副局
长王东辉说。

应引导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大案屡屡发生，岳喜田以及辽源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政委王军亮等办案民警提醒各部门应形成合力，引导广大群众谨防上
当受骗。

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在手机上、微信、QQ等通信工具中，不要保存身份
照片、银行卡照片、银行卡密码、支付验证码等重要个人信息。在电脑上，不要保
存身份证照片、银行卡照片，不下载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网站，不在未经核实的
网站上填写个人信息，捆绑个人银行卡、支付宝及验证个人银行资质。

其次，要多了解防范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要自觉做到不贪图便宜，不要轻信
天上掉馅饼，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再次，要牢记“不透露、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如遇下列情况，请到公安机
关咨询：冒充银行客服要求汇款到“安全账户”或点击链接的；以帮你炒股、炒期货
能挣大钱的；网上贷款、网络购物退货要求汇款的等等。

（据新华社长春7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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