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基层”：萍乡市医保管
理部门曾承诺，今年一季度内，可
解决持医保卡的患者在市内各医
院直接办理医疗费报销业务。而
事实上，截至目前 7 月份，患者并
不能享受这一便利，仍像以往一
样，要到医保中心或乡镇医保所
办理报销业务。这是什么原因
呢？

萍乡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
回复：根据《关于进一步改进和优
化全省医疗保险管理服务若干措
施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市再次优
化相关政策，将当日门诊医疗费

用按基本医疗保险住院标准并入
当次住院费用结算，该结算功能
最迟将于今年8月正式上线，我局
将通过各定点医院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渠道发布上线公告。届时，
我市就医患者可凭门诊发票和社
保卡等材料，直接在就诊医院结
算窗口办理当日门诊报销业务。

目前因医疗保险信息化建设
工作仍处于功能测试阶段，如就
医患者要在 8 月份前办理医疗费
用报销事项，可按原相关规定要
求，前往本人所在的医保中心或
乡镇医保所办理报销业务。

近日，余干县网友“你好”为
孩子回乡入学向本栏目求助。

“你好”表示，自己是余干县玉亭
镇人，一直在外地务工，但户口
和房子都在该镇排岗小学划片
就近入学的区域内。今年他打
算将孩子转回家乡小学插班读
书，却被拒收。

“你好”为此数次向余干县教
育局反映，希望主管部门能依规解
决他孩子就近入学的难题。但县
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答复“学校怎
么说就怎么办”，并未解释原因。
之后，他又向县信访局反映，得到
的回复是：因该县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要迎“国检”，排岗小学的学
位已满，不论户口、房子是不是在

该校划片区域内，一律拒收新增学
生。“你好”向本栏目表示，就算“学
位已满”，他的孩子就不能回乡读
书吗？教育主管部门能拿出有效
解决的办法吗？

对此，余干县教育局解释，玉
亭镇排岗小学共有8个教学班，除
小学一年级外，其他班级均无空余
学位。

到底该如何解决“你好”的孩
子回乡插班入学问题呢？该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家长可在县教育
局登记，县教育局再根据家长实际
居住地情况，就近分配其他有空余
学位的公办学校，接收孩子入学。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问题反馈

网友“百姓”：近期，万安县河
西自来水厂埋管道，但在施工中挖
断路面，致使道路形成裂沟，给周
边居民及车辆出行带来较大的安
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采取
措施解决问题。

万安县自来水公司回复：我

司已安排相关人员到施工现场
了解情况，对于确实挖断或损坏
的路面，已于 6 月 29 日下午组织
施工人员进行维修。近日，受损
路面已经维修完毕，并恢复了正
常通行。今后，我司将进一步完
善施工管理措施，杜绝此类事件
发生。

（本报记者 童梦宁整理）

在医院办理医疗费报销业务咋没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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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6岁的陈火金是景德镇市昌
江区鲇鱼山镇礼城村的精准扶贫对
象。去年下半年，他被列为农业产业扶
贫挂点贫困户，并添置了大棚，种上了
辣椒。前不久，辣椒挂满枝头，丰收在
望，可陈火金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由于不懂销售，陈火金无法
把满大棚的辣椒卖出去。正发愁时，当
地一家电商企业在其平台免费提供宣
传推广，接力转发朋友圈，两天时间就
让陈火金600多公斤的辣椒，通过亲子
采摘游的方式销售一空。

免费供大棚实施“造血”脱贫

在礼城村，陈火金是出了名的贫困
户，他与95岁的老母亲生活在一起。雪
上加霜的是，几年前老母亲双目失明，
全靠陈火金照料。陈火金无一技之长，
靠种几亩水稻维持生活。

事实上，礼城村因靠近景德镇城
区，不少农民靠种植蔬菜发家致富的。
包括陈火金在内，该村有 4 户贫困户虽
然很勤劳，也想种蔬菜，但价值数千元
的大棚，让贫困户望而却步。由于没有

脱贫的路子，他们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去年 7 月，昌江区农业局农业产业

扶贫工作组和春华种植农民专业合社
负责人，到礼城村开展农业产业扶贫。
陈火金等 4 户均被列入为农业产业（蔬
菜）扶贫对象，由春华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对其进行蔬菜产业帮扶带动。

陈火金向工作组提出了要求，希望
解决一个大棚种植绿色蔬菜。很快，和
村里其他 3 户贫困户一样，在扶贫工作
组和合作社的帮助下，陈火金的蔬菜大
棚问题解决了。

昌江区农业局有关部门负责人陈
秋华介绍，2017 年下半年，昌江区创新
农业产业帮扶机制，完善帮扶模式，由
当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对贫困
户进行蔬菜产业帮扶带动，产前提供种
子，产中提供技术跟踪指导，同时考虑
农民销售难的实际情况，和昌江区农产
品电商运营中心合作，帮助贫困户打开
销路。

据了解，2017 年，昌江区农业局组
织安排了6名科级干部，挂点10个村10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通过以
产业带动帮扶 35 户贫困户发展农业生
产，实现精准脱贫。

下一步对接200户贫困户

6 月底，陈火金的大棚蔬菜迎来丰
收。可是，眼看着别人的辣椒都风风火
火地卖了出去，自己的辣椒却无人过
问，陈火金急了，他想到了昌江区农产
品电商运营中心的张瑜兵，并打通了他
的电话。

刚刚接手电商运营中心的张瑜兵
是景德镇各大超市的“常客”。他首先
想到了农超对接的方式，但当他前往产
业扶贫户地里调查时，却发现采用农超
对接方式很难奏效。

“这些贫困户种植的农产品量不

大，而且卖给超市，价格会低一些，产出
率不高，不利于增收脱贫。”张瑜兵说，
如果采用农旅方式，利用现在城里人喜
欢的亲子采摘游方式，或许效果就不一
样了。

很快，由张瑜兵在电商平台里推广
的“周末采摘贫困户绿色蔬菜献爱心”
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里反复转发，并
配上了贫困户劳作和硕果累累的画面。

“陈火金有一个 90 多岁的老娘（已
瞎），是昌江精准扶贫困户。在政府部
门的帮助下，于2017年搭建大棚开始辛
勤种植蔬菜，努力种出来的绿色有机蔬
菜，却因为不懂销售，要烂在田里。希
望大家献出爱心，帮助贫困户增产增
收。”张瑜兵向记者展示朋友圈的反应
情况。

７月７日上午，首批由20人组成的
采摘团来到了陈火金的蔬菜地里。此
后两天时间，不断有游客来到蔬菜大

棚，600公斤辣椒很快售卖一空，陈火金
笑开了花。

“献出一份爱，帮助贫困户，还能吃
到绿色蔬菜。两全其美！”游客方女士
说，她特意带小孩来采摘，让孩子懂得
农民的艰辛，体验采摘的乐趣。

辣椒卖完了，陈火金有了下一步种
植计划，辣椒下市后，他准备种萝卜。

“每公斤6元，比卖给批发商更划算。而
且不用自己摘，城里人自己动手采摘，
还省去了人工费。”陈火金喜滋滋地说。

“对于精准扶贫户，运营中心将采
取全面免费宣传与推广。”张瑜兵说，昌
江区有200户贫困户正通过产业扶贫模
式奔走在脱贫的道路上，下一步，该中
心将把这些种植户纳入帮扶对象，发挥
当地旅游资源优势，为景德镇市民提供
更多的周末活动以及亲子采摘活动，并
逐步形成一个固定扶贫机制，助力贫困
户早日脱贫增收。

电商免费推广 600公斤辣椒卖光
下一步还将对接200个贫困户搭建销售平台

中国江西网记者 邓 帆

近日，网友“小鱼”在中国江西网
《问政江西》发帖，称永新县林业局棚
户改造房建好两年了，但还未交房。
对此，永新县林业局回复，争取在未来
两个月内完成分房入住工作。

网友“小鱼”表示，自己是永新县
林业局棚户区改造房二期的业主，本
来 2016 年就可以交房，但是二期房子
建好已经两年多了，却一直未交房。

对此，永新县林业局对于拖延分
房时间表示歉意，并对其中的原因进

行了调查。经核实，此次棚户改造是
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项目，一共分为
三期。一期于 2012 年动工建设，二期
是 2013 年初动工建设，三期因土地落
实较晚，于 2014年 10月动工建设。其
中一期、二期因建设在同一地块上，在
基础配套工程建设上只能统一建设，
所以一期在建设时间上较二期要长一
些。但是在 2015 年一期、二期都基本
完工。

永新县林业局回复，2015 年 10
月，林业公司提出分房入住，但一些危
改户职工不相信公司计算的房价，提

出由员工自己来核算房价或者请相关
部门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房价计算。对
此，经开会研究决定，安排由县林业局
牵头，抽调县财政局、审计局、国土局、
城建局、房管局等有关单位的相关人
士组成危旧房改造房价核算工作组，
当月进驻林业公司，对一期、二期的危
旧房改造工程的房价事宜进行查实和
核算。

2016 年 5 月 23 日，林业公司的职
工同意按县工作组的房价核算结果进
行分房，并下发了公布房价的通知，工
作组的《房屋核定报告》也随文下发并

公示。虽然林业公司的房价比二机
厂、垦殖场、七溪岭林场任何一家都
低，但仍有部分职工以房价过高、评估
方式不透明为由拒绝签字分房，导致
同意分房的职工比例没有超过 70%而
搁浅。随后，又有部分职工以工程质
量和价格不合理为由，要求让公司内
部重新核算房价，导致分房受阻，直至
目前也未得到妥善解决。

鉴于当前特殊情况，县林业局正
在请示上级单位，采取以基层林场预
定数进行抽签分配，争取在近两个月
内完成分房入住工作。

棚户改造房建好两年多为何不交房
永新县林业局：有职工不签字导致分房搁浅 争取两个月解决

南昌市新建区金桥乡虎庄村上田
村村民徐其红家的自留地长有一棵直
径达六七十厘米的老樟树，全家视如吉
祥物。但 1 月份，这棵老樟树惨遭同村
村民徐其鑫齐根砍倒，理由是树上枯死
的枝干威胁其房屋安全。

徐其红儿子小东就此向区森林公
安局报案。可报案后，小东多次询问执
法部门办案结果，得到的答复总是“正
在处理”。无奈之下，他于7月4日向本
报求助。

小东向记者介绍，1 月底他家自留
地上的老樟树被徐其鑫砍倒后，他向区
森林公安局报案，办案人员随同相关林
学专家到现场进行鉴定，并启动立案侦
查程序，于 3 月份移交区检察院处理。
此后，他密切关注两个执法部门对案件
的执法进展，并询问相关办案人员结

果。直到 7 月初，区检察院办案人员才
明确答复他，区森林公安局已主动向检
察机关提出撤案，由该部门自主依法处
理他家樟树被砍案件。而区森林公安
局始终未向他透露“撤案”一事，更未告
知处理结果。

7 月 4 日上午，记者向新建区检察
院调查核实“撤案”一事。分管案件办
理的副检察长蔡恒顺向记者介绍，3 月
15日，区森林公安局向区检察院移交了
徐其鑫非法砍伐老樟树的案件，此后检
察院根据案卷材料，先后两次退补（即
退补侦察），要求区森林公安局补充侦
察被滥伐的樟树是否野生及其价值等
相关情况。5月 28日，区森林公安局以
无法证实被滥伐樟树是野生为由，主动
提出了撤案。

7 月 4 日中午，记者又赶往新建区
森林公安局调查核实情况。赵姓副局
长等办案人员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该
部门已将徐其红家的樟树案件处理完
毕，他们向区检察院撤案之前，是征求
过区检察院意见的。但他们否认未告
知当事人处理结果，拒绝向记者出示该
部门 5 月 28 日向区检察院提交的撤案
决定书材料，也拒绝向记者解答案件处

理结果，让记者去找上级部门了解情
况。

7 月 5 日，记者将新建区森林公安
局受理徐其红家的樟树案件涉嫌存在
不透明及慢作为现象分别反映到区纪
委和省森林公安局。目前，区纪委已向
当事人小东及区森林公安局办案人员
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将根据实情依纪
做出处理。省森林公安局则重点就区
森林公安局是否依法办案情况着手进
行调查。

7 月 6 日，省森林公安局法制处调
阅新建区森林公安局受理徐其红家樟
树案件的案卷材料，审查区森林公安局
办案过程。省森林公安局法制处负责
人王先生向记者介绍，通过案卷分析，
初步判定区森林公安局在执法程序及
处理结果方面，尚不存在违规办案行
为。目前该案件处理结果是，肇事者徐
其鑫已被依法处罚2000元，并受到金桥
乡纪检部门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就当事人关心的新建区森林公安
局撤案及撤案理由是否合法等问题，王
先生解释，区森林公安局向区检察院提
交撤案决定书之后，区检察院出具了同
意撤案的法律文书。依据《森林法》，只

有野生樟树才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
物，人工种植樟树不在保护之列。因
此，区森林公安局无法证实被砍的樟树
是否野生而提出撤案，理由是合法的。

不过，王先生表示，森林公安办案
机关及办案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向
当事人告知办案结果，且主动接受新闻
媒体监督，如实通报案件处理情况。下
一步，省森林公安局将对新建区森林公
安局在办案中存在的不当行为进行批
评和处理。

肇事者徐其鑫已经年逾七旬，他已
深刻认识到错误。他表示，除了诚恳接
受处罚外，还愿意与徐其红协商经济赔
偿。

随后，记者向金桥乡政府建议，由
乡政府牵头，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7
月 9 日，金桥乡政府驻村干部胡兴中向
记者反馈，他已通知徐其红、徐其鑫于
近日座谈，面对面协商解决赔偿问题。

老樟树被砍 报案半年不知处理结果
新建区森林公安局已撤案，但未及时告知报案人

“党报帮你办”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协商解决赔偿问题

电商企业员工在陈火金的辣椒地调查电商企业员工在陈火金的辣椒地调查。。 本报记者徐黎明摄

近日，我省进入汛期，降雨逐
渐增多。南昌县幽兰镇一座危桥
被当地村民反映存在安全隐患，摇
摇晃晃，令人十分担忧。对此，南
昌市公路管理局南昌分局回应，该
桥已经封闭多年，行人车辆无法通
行。

有网友向中国江西网《问政江
西》栏目发帖反映，南昌县幽兰镇
境内老罗舍大桥“年迈体弱”，摇摇
晃晃，可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一
直未被拆除。眼下正值汛期，桥下
河水汹涌，当地村民十分担忧，老
桥能否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肆
虐”。他们呼吁，希望幽兰镇政府
和相关部门能采取措施及时消除
危桥的安全隐患。

对此，7月9日，记者从南昌县
幽兰镇交管站了解到，幽兰镇境内
的老罗舍大桥是连接涂洲村与罗

舍村的一座桥梁，长约 300米。前
几年被鉴定为危桥后就已经被封
闭了，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随后，记者在南昌市公路管
理局南昌分局也得到了证实。
负责公路养护的成局长告诉记
者，目前，老罗舍大桥已经全面
封闭，行人车辆无法通行。成局
长表示，南昌分局曾向上级汇报
此事，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桥墩处
立有高压线柱子，需要南昌县供
电公司派人先将其拆除。对于
村民的担忧，成局长坦言：“废桥
不拆除，就不能彻底消除隐患，
需要供电公司全力配合。”

记者又联系上了南昌县供电
公司。据该公司办公室人员称，问
题已收悉，待南昌市公路管理局南
昌分局发函说明详细情况后，会去
现场查看，再做进一步了解。

汛期来临 南昌县一座危桥引担忧
公路局称桥已封闭多年 禁止通行

中国江西网记者 万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