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根据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
中心的安排，7 月 31 日，进贤县公
安局保安大队职工陈会非在湖南
省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至此，我省志愿
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94例。

37岁的陈会非在2014年加入
到无偿献血者队伍中，2015 年他
抽取血液做 HLA（人类白细胞组
织相容性抗原）分型检验，登录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
为志愿捐献者。2017年陈会非得
知一名白血病患者与他的HLA初

配成功，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造
血干细胞。此后，他再次寄出血
样进行 HLA 高配检测，结果高分
辨配型也很成功。今年 7 月他正
式收到采集造血干细胞通知单。

7月27日，在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陪同下，陈会非来到湘雅医院，
医院护士连续 5 天为他注射动员
剂，把他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激活
到外周血中，便于从血液中采集，
历时6个小时采集造血干细胞悬液
153毫升。之后，陈会非收到南昌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转交的一名
白血病女孩母亲写来的感谢信。

进贤保安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8 月 4 日，在高安市人民医院，
已经脑死亡的谢海洋无偿捐献了
一个肝脏、两个肾脏给 3 名重症患
者，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据了解，
这是高安市首例公务员无偿器官
捐献。

谢海洋出生于1981年，父亲早
逝，母亲独自务农把他拉扯大。在
母亲眼里，谢海洋懂事刻苦，从重
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在
2007年通过努力考进公务员队伍。

在姐姐们眼里，他平日里工作
勤恳，为人友善，孝敬母亲；在妻子
胡女士眼里，他是个“工作狂”，经
常加班，心系扶贫困难户，每逢节
日用微薄的工资给困难户奶奶买
米油等生活用品。

就在一周前，谢海洋忽然感觉
头晕，妻子叫上弟弟一起把他送到
医院治疗，被初步诊断为脑梗，经
医院全力抢救还是没能醒过来，陷
入脑死亡状态。

“看见了医院里张贴的宣传器
官捐献的海报，想到丈夫平时乐于
助人，那在他生命的最后是不是也
可以帮他最后做一次善事？”胡女士
说，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无偿捐献
谢海洋的有用器官以挽救重症患者
的生命，让家里人也留个念想。

高安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在得
知情况后，第一时间来到谢海洋家
人身边，悉心为他们讲解捐献知
识，普及法律政策，陪着家属到各
处开具手续证明材料，做好了前期

陪伴和准备工作。
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

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获
取专家得知后，从南昌专程赶到高
安市人民医院为谢海洋家属办理
器官捐献法律手续以及器官评估，
最终帮助他成功捐献了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谢海洋带着对母亲妻
子以及两个幼儿的依依不舍离开
了，却给 3 名器官衰竭重症患者送
去健康的福音。

“他平时偶尔跟我们讲工作上
的事情，觉得能够有现在的生活来
之不易，对政府和社会始终怀着感
恩之心。我们也是最后为他做一
次决定，这样的捐献会让他的生命
更有意义。”胡女士含着眼泪说。

青年生前乐于助人 家属含泪捐献器官
王 凤 本报记者 刘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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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出你的影像·说说你与改革的故事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实
习生王海婷）8月5日，记者了解到，
南昌要求政府部门网站须以本部门
机构名称命名，且原则上只开设一
个政府网站。预计今年9月，将完成
全市部门网站功能和数据迁移。

南昌市政府各部门网站要以
本部门机构名称命名，政府各部门
网站未规范使用域名的，须在 2018
年9月前办理完相关的域名变更手
续，并及时向南昌市工信部门等有
关部门申请办理政府网站二级域
名。截至目前，仍使用一级域名需
予以规范的南昌市政府部门有：市
食药监局、市司法局、市投资促进
局、市公安局、市公路局、市统计
局、市科技局、市粮食局、市教育
局、市体育局、市文广新局、市建
委、市国资委、市卫计委、市商务
局、市政府采购办、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市环保局。

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原则上
只开设一个政府网站，其具有行政
职能的下属单位现开设网站的，应
予以申请关停。二级部门网站现有
数据、功能可以频道页或栏目的形
式整合至主管部门网站；如确需保
留的，需向市政府办公厅提交申请
并说明原因，未在全国政府网站数
据系统填报有关网站信息还需及时
填报网站信息。拟关停网站要同步
正常维护至数据迁移结束，并在首
页显著位置持续1个月悬挂网站关
停和内容迁移去向等公告信息。目
前，南昌市调研排查出仍有二级部
门政府网站的单位是：市交通局4个
（港航管理处、客运管理处、农村公
路管理所、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市财政局1个（政府采购网）、市教育
局1个（市教育考试院）、市建委5个
（市建设工程造价网、市建筑工程招
投标监督管理办公室、市建筑科学
研究所、市建筑行业安全管理监督
站、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市科
技局1个（市知识产权局）。以上二
级部门政府网站应按要求尽快完成
网站关停并向主管单位网站进行数
据、功能迁移。

南昌规范政府网建设

一个部门原则上
只设一个网站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出行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舒适。中国铁路更新换代，从
绿皮车到如今的动车高铁，折射出40年出行的大变迁。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1982年，南昌市民公共交通工具只有2条路线的无轨电车。如今南昌公交开通
线路280余条，拥有公交车辆3800余台，运营里程近5800公里。2015年，南昌首条地铁
线路通车，补齐了南昌城市公共交通中最重要的一块短板——轨道交通，实现了公共
交通从地上到地下的历史性转变。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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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22日，南昌
西站乘客轻松坐高铁。

▼2004年，乘客在永修
火车站艰难上车。

▲1982年，南昌市公交公司供
电队带电抢修线路。 本报资料图

▼

乘
客
在
地
铁
大
厦
站
等
候
地
铁
。

峡江严控谢师宴升学宴
本报峡江讯（记者李歆 通讯员陈福平）

近日，峡江县纪委监委、教育等部门联合举行
“拒绝谢师宴、升学宴”签名承诺活动，倡议老
师、学生及家长拒绝谢师宴、升学宴，崇廉尚
洁，倡导以书信、手机短信、微信等文明节俭
的方式表达感恩之心。

为严控谢师宴、升学宴，该县积极发挥
“头雁效应”，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
自律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两报告一承诺”制
度。该县结合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等，对全县各单位公职人员拟操办谢
师宴、升学宴等事宜进行摸底，对不符合规定
的一律叫停。同时，教育引导学校、家长和学
生将尊师重教和厉行节约结合起来，用简朴、
节俭、文明的方式表达感恩之心。此外，县纪
委监委还牵头成立督察组，对顶风违纪大操
大办谢师宴、升学宴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抚州创新家事审判机制
本报抚州讯（记者陈璋）近日，抚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抚州市综治办等13个部门和单
位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抚州市家事审判方
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了联席会议的主要职
能、成员单位、各自分工和工作要求。这也是
我省建立的首个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革联席会议制度。

《意见》明确，联席会议的任务主要包括：
研究制定家事案件纠纷化解政策措施和年度
工作计划，探索家事审判程序改革，向抚州市
人大提出家事特别程序立法建议；推动部门
沟通与协作，明确职责任务分工，加强政策衔
接和工作对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
善；推进家事审判工作专业化和群众路线相
结合；督促、检查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落
实，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等。

相机不慎遗失 众人接力找回
本报德兴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王进

保）“谢谢您，真没有想到我的相机还能失而
复得，感谢你们的倾力帮助。”8 月 3 日中午，
美国华裔少年田鸣雷来到德兴市龙头山乡政
府及高铁德兴站，表达自己的感谢。

8月1日上午，2018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
寻根之旅”夏令营——中国铜都德兴营营员乘
坐上海虹桥到黄山北G1508车次，从上海奔赴
德兴。田鸣雷当晚入住酒店后整理物品时，发
现相机落在列车上了。第二天上午，德兴市外
侨办获悉后，和龙头山乡政府、高铁德兴站取
得了联系，请求帮助。高铁德兴站负责人第一
时间联系相关列车的列车长，10分钟后收到
信息反馈——相机在车上。经沟通，黄山北站
联系了途经德兴最近的一班列车，将该相机运
送到德兴。经过多方努力，从得知遗失消息到
找回相机仅仅用了两个小时。

新华社南昌8月4日电（记者高一伟）记
者从江西省教育厅了解到，为加大残疾学生
资助力度，建立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江西
省近日出台政策，明确对残疾学生实行高中
阶段免费教育。

据江西省教育厅介绍，江西在制定高中阶
段学生公用经费标准时，将重点向特殊教育倾
斜。支持和引导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通
过随班就读、特殊教育班等形式扩大招收残疾
学生的规模，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应为残疾学生
参加招生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同时，针对残疾学生特殊需要，江西要求
各地在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基础上，统筹
资源倾斜支持残疾学生，提高补助水平。学
前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优先资助支持残疾学
生，逐步加大资助力度。县（市、区）政府要建
立完善残疾学生特殊学习用品、教育训练、交
通费等补助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公民个人捐资助学。

残疾学生可享高中免费教育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
洪紫凝）7 月 12 日以来，全省高温
少雨，高温日数多，降水与常年同
期相比，赣北赣中偏少五至七成，
赣南偏少三至五成。部分地区出
现阶段性气象干旱，各乡镇水稻和
果树等农作物受旱严重，全省大中
型江河水库水位偏低，森林火险
等级偏高，高温态势仍处于持续阶
段，给工农业生产、市民生活带来
不便。

省气象台专家介绍，今年的高
温天气主要表现为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强度大等，并且降水偏少，时
空分布不均，导致全省中部和南部
旱情较为严重。根据全省气象干旱
监测图和江河水库水情表显示，全
省 87 个国家站中有 42 个站达到气
象干旱轻度等级标准，其中中旱 15
站、重旱 4 站。从历年同期看，全省
达到轻度以上气象干旱的站数为同
期第七高位。

为切实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
作，我省多地开展开闸放水、开挖沟
渠、完善灌溉设施等措施缓解旱
情。同时，为增加水库蓄水、改善空

气质量和降低森林火险等级，省人
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
简称“人影办”）周密部署，并及时下
发人工增雨作业通知，各地气象局
密切监测天气变化，24 小时严阵以
待，力求抓住有利天气条件开展人
工增雨作业。

在旱情严重的乐平市，7 月 10
日至30日降雨量仅为0.2毫米，比多
年同期平均偏少102.7毫米。从7月
12 日到 7 月 30 日，连续出现了 19 天
35℃以上高温天气，28 日最高气温
达 39℃。7 月 30 日下午，该市派出

作业小分队来到了后港镇境内蹲
守。16 时左右，当监测到上空有降
雨云团生成和发展时，作业队立即
申请空域，发射了两枚人工增雨火
箭弹。几分钟后，当地风雨逐渐加
大，气温显著下降。

8 月 1 日，赣州市、瑞金等地人
影办抓住今年第 12 号台风“云雀”
外围环流影响的有利时机开展人
工增雨作业 3 次，据区域自动站雨
量监测数据显示，作业影响区均出
现小到中雨，有效降水站点达到
306 个，其中 48 个区域站降水超过

25毫米。
据统计，7 月 12 日至-8 月 3 日，

省人影办共组织开展地面人工增
雨作业 146 次，其中抗旱增雨 118
次，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6 次，水库增
蓄水 8 次，改善空气质量 14 次，共
发射火箭弹 274 枚，燃烧烟条 49
根。累计作业影响面积约 3.97万平
方公里，累计增加降水量 2.21 亿立
方米，直接经济效益约 0.88 亿元。
对增加库塘蓄水、农业抗旱减灾、
城市节能减碳、空气质量改善起了
积极作用。

科技解旱情 我省多地上天“造雨”
274枚火箭弹上天 累计增加降水量2.21亿立方米

昌北机场客流增速列中部第一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李苇容）

7 月 27 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半年报“成绩
单”出炉：今年1至6月，该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681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3.6%，增速在
中部六省机场中排名第一。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机场无论是运输架
次还是旅客吞吐量，增速在中部六省省会机场
中均排名第一。记者获悉，近年来，我省举全
省之力做大做强通航产业，加快实现江西“航
空梦”。在此背景下，省委、省政府去年适时提
出昌北机场“冲千万”目标。我省去年6月出
台民航补贴政策——省、市财政设立4.15亿元
专项资金，相关部门形成发展合力，千方百计
拓展航线、增开航班、吸引客源，使得昌北机场
客流量下半年迎来爆发性增长，同比增速连续
4个月位列全国省会机场首位。

据悉，预计今年全年机场旅客吞吐量将
突破 1380万人次，在去年 12月 6日成功实现
超1000万人次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