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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章晋辉、
黄书兰）“在这里做事好，一个月工
资有2000多元，企业还帮我们购买

‘五险’。”近日，在抚州市临川区孝
桥镇举办的招聘会上，残疾人周幼
梅高兴地与公司签订用工协议。
当天上午，孝桥镇57名残疾人在镇
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到江西欧亚服
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参观，30多

名残疾人和公司达成用工协议。
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让

更多贫困残疾人实现就业，临川区
各乡镇多方动员爱心企业为残疾
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就业岗位。该
区 100 多个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加入精准扶贫队伍。今年以
来，该区共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26场，为685名残疾人找到了工作。

临川残疾人招聘会送出岗位685个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6 月
11 日，记者从南昌市人社局获悉，
南昌对全市146所民办职业培训机
构进行年度评估，其中南昌师专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青山湖区金湖职
业培训学校、东湖区中泽职业培训
学校3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主动申
请注销，上缴《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和公章。

据介绍，江西南昌煌上煌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等118所民办职业培
训学校材料基本齐全，办学规范，
年度评估为合格单位，可继续依法

办学。南昌云才职业培训学校、南
昌金像影视传媒职业培训学校、南
昌双德职业培训学校、南昌隆威职
业培训学校、南昌市赛德职业培训
学校等 25 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存
在未参加年检等问题，年检评估为
整改单位，要求立即进行整改，整
改时间截止到 8 月 10 日。整改期
间，相关学校须停止招生，整改完
毕报整改结果。整改合格则可继
续依法办学，整改不合格、拒不接
受整改或逾期未整改的将直接予
以撤销办学资质。

南昌注销3所民办培训学校

随着抗癌特效药降价、纳入医保，
给用不起高价进口药的肿瘤患者带来
了希望。不过，有的平价抗癌药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后反而在医院“消失”
了，让患者只能“望药兴叹”。

那么，这些平价抗癌药进医院的
阻碍在哪里？我省患者现在都能及时
用上这些平价“特药”吗？记者带着疑
问，走访了省内相关医疗机构。

患者能及时用上平价“特药”吗？

“我现在治疗淋巴瘤用的药品美
罗华，报销后比以前能省七成。”近日，
记者在省肿瘤医院住院部采访，肿瘤
患者罗先生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的
治疗，医生开出处方后他都能第一时
间用药，享受到了平价“特药”的实惠。

肺癌是当前发病率最高的癌症，
在我国最新纳入医保目录的 17 种药
品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治疗肺癌的
靶向药（一种新型的抗癌药，可以精准
有效地阻止癌细胞生长）。省肿瘤医
院内二科医生邹俊韬告诉记者，以前
虽然也有进口靶向药可用，但因为难
以承受高昂的费用，很多患者只能去

网上买非正规的仿制药，甚至选择放
弃治疗。现在有了降价惠民政策，很
多患者又看到了希望。今年以来，泰
瑞沙、吉非替尼、培美曲塞等主要药品
的使用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数倍。

省肿瘤医院医保部主任王雪芹告
诉记者，目前国家医保目录上有 43
种、97 个品规的“特药”（费用较高、疗
效确切且难以替代的特殊治疗药品），
而该院能够提供的有 38 种、58 个品
规，已大部分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最
近半年，尽管用药量大增，但药品供应
没有问题，患者可以选择在医院“特
药”窗口或定点药店购买。

鹰潭市人民医院药剂科相关负责
人也告诉记者，去年 17 种纳入医保目
录的抗癌药在该院也都有备货，可以
确保患者用药需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惠民政
策的落地，和去年相比，我省抗癌药供
应情况已经大为改善，肿瘤患者在医
院开不到药的情况越来越少。不过，
考虑到肿瘤患者数量、药品进货和存
储成本等原因，各家医院的落实情况
还不平衡。省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正在督促相关医院尽快
落实惠民政策，让更多患者用上平价

“特药”。

为什么有时买不到平价“特药”？

业内人士分析，平价抗癌药有时
会出现缺货问题，市场因素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原因。相关药品降价、纳入
医保后，需求量激增，企业生产跟不
上，导致短时间内供不应求。

以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为例，两
年前市场价约为每单位 2.45 万元，进
入医保药品目录后，价格降至7600元，
降幅约为 70%。由于使用的患者人数
剧增，造成全国缺货。去年以来，随着
企业产能提升，该药品供应不足的情
况已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了解到，可治疗多种癌症的
司莫司汀胶囊目前在我省就很难买
到，离江西最近的销售点在广州。对
于需要用药的患者，医生只能告知外
省药店的具体地址，由患者自行去想
办法购买，无形中增加了不少购买
成本。

此外，一些罕见病的药品由于需
求量不大被称为“孤儿药”，因为研发
成本高，相关企业生产、推广积极性不
高，也会导致区域性缺货。

针对部分药品供应短缺的问题，
我省目前正着手建立短缺药品监测网
络，将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
入监测预警体系。下一步，我省将制
订短缺药品清单，引导医疗机构开展
药品提前储备、替代药品遴选等针对
性应对措施。

“药占比”考核导致用药难？

和市场因素相比，还有一种情况
更加复杂——明明有药，但因为“药占
比”考核等因素，医生有顾忌而不
能开。

所谓“药占比”，指的是药品收入
在医院医疗总收入金额中的比例。对
于普通患者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陌生
的术语，而对于医院来说，却曾经是一
个重要考核指标。2015 年，我国提出
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总体降到
30%的目标。应该说，这个政策一定程

度上规范了医生用药，控制医药费用
过快增长。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人们
发现，“药占比”虽然下降了，但是患者
的负担并没有有效减轻，还产生了一
系列新问题。

为了应对“药占比”考核，很多医
院的医生让患者自行去药店买药，甚
至将药房交给第三方托管。而对于价
格高昂的抗癌特药，很多医院都担心
开药会大幅增加“药占比”，从而导致
这些医院的肿瘤患者用药难。这些做
法显然有违“药占比”考核初衷。

今年 1 月的央视《经济半小时》报
道中显示，有54.9%的受访患者存在买
不到医保抗癌药的问题，其中53.4%的
患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医院明确表
示不进医保抗癌药。

新考核机制能否见成效？

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单一
“药占比”考核带来的负面作用。去年
底，相关部门明确提出谈判药品费用
不纳入医保总额控制范围，不纳入“药
占比”考核范围，医疗机构要及时采购
配备相关抗癌药，不得以医保费用控
制、“药占比”和医疗机构用药目录等
为由，影响抗癌药的供应与合理用药
需求。今年 4 月，省卫健委和省医保
局也联合发文，促进抗癌药降价落地，
保障临床合理用药。

在采访中，一些基层医务人员对
此类药品不再纳入“药占比”表示欢
迎，但又有新的疑问——其他药品还
要不要考核呢？记者为此咨询了省卫
健委医政医管处，得到的答复是，单一
的“药占比”考核已经成为历史，取而
代之的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
指标。新的考核机制通过控制门诊和
住院病人次均费用增幅、医院收支结
构等定量指标，以及处方点评等多项
措施，积极推动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
理用药。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新考核机制
目前还在落实当中。相关业内人士表
示，新机制明显更科学全面，但落实到
位，还需要多方努力，继续深入推进医
院、医药、医保的联动改革，从而让患
者不再“望药兴叹”。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城市
的钢铁丛林中如何感受到邻居的关
心与温暖？6月11日，南昌市西湖区
西湖街道启动“红色邻居”党建项目，
根据辖区多为小面积楼房特点，充分
利用街道自有房屋打造“共享空间”，
为居民提供包括共享厨房、共享客厅
在内的多项暖心服务。

6月 11日，记者走进位于朱紫巷
的社区“红色邻居”网点，里面一片凉
意。小区居民熊大妈与陈大妈带着
孙子孙女在共享娱乐室内玩玩具。

“家里面积小，这里光线好又不热，我
和邻居们聊聊天，孩子们在一起玩，
大家都开心。”熊大妈高兴地说，这里
还能借到一些常用工具，解决了居民
不少的烦恼。

“大到电钻，小到放大镜，只要写
个借条，签个字就能拿回去用，用完
还回来销账。”居民江炳义乐呵呵地
说，现在“红色邻居”网点应急柜内的
便民工具帮了居民们的大忙。记者
在现场看到，包括工具类如钳子、卡
尺等，医疗器械类如血压仪、云南白
药等，生活类如雨衣、眼镜等，体育用
品类如篮球、棋类等物品摆放得整整
齐齐，方便居民借用。

“我们打造‘红色邻居’，为居民

提供服务，就是希望群众能够在家
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存在、体验到
党组织的服务、享受到党组织的温
暖，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的
堡垒，基层党员成为服务群众的先
锋，真正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
提升城市党建水平。”西湖街道党工
委书记刘时贤告诉记者，项目根据
辖区内居民楼普遍面积较小、采光
不好的特点，在辖区不同的“红色邻
居”网点分别提供会议室、会客厅、
厨房、球场、游乐场、书吧等各种功
能房。“老人要祝寿，家里坐不下可
以来网点，可以用这里的厨房做菜、
聚餐。朋友来了家里不方便坐，可
以来这里喝杯茶，这里就是社区居
民共享的客厅、厨房。”

除了提供工具和活动空间，“红
色邻居”内还设立志愿柜，邀请辖区
非公商业企业与热心公益的人士，共
同完成捐赠物品、扶贫帮困、爱心陪
护、城市美容师、文明先行者、微心愿
等邻里守望服务。“红色邻居”爱心志
愿者们每次参与志愿服务的情况会
进行登记，根据《红色邻居积分管理
办法及细则》，在红色账本上记录相
应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额度，可到

“红色邻居”网点选择奖品或者到辖

区商户网点享受对应的消费折扣。
非公企业商户既可以选择捐献爱心
物品，也可以提供消费折扣，还可以
直接参与到日常志愿服务中来。

刘时贤表示，在目前的基础上，
街道计划选择一批有条件的楼栋和
庭院，建立“红色邻居”微站点，将爱
心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南昌西湖街道“红色邻居”暖人心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文/图

老人在“红色邻居”网点聊天。

本报南昌讯 （记者赵影）6 月
12日，由南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

“创业导师点亮出彩人生”活动启
动仪式暨“赣鄱红色娘子军宣讲
团”走进江西财经大学。

为增强大学生创业就业意识，
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力，南昌市
妇联选聘经验丰富、热心公益的企
业家担任创业导师，并作为“赣鄱
红色娘子军宣讲团”的重要力量进

院校讲述创业故事、分享创业和企
业运营管理经验，为即将走上社会
的大学生们提供创业就业经验和
指导。现场，很多同学被创业导师
的经历所打动，纷纷咨询自己关心
的创业问题。据悉，南昌市各县区
妇联随后都将开展“创业导师点亮
出彩人生”活动，组织创业导师进
院校、进双创基地进行宣讲，同时
宣传南昌吸引人才的各项新政策。

南昌市创业宣讲活动走进江西财大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6
月12日，记者从南昌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获悉，为了减轻早高峰的出行
压力，交管部门在民德路试点利用
社会资源为家长提供临时免费停
车场接送小孩。

民德路是南昌市老城区主要
道路之一。位于民德路与胜利路
交叉口的八一保育院路段，每天有
大量的家长送孩子来上学造成交
通拥堵。为解决家长们接送孩子
的需要，交管部门曾经规定接送孩
子 的 家 长 在 每 天 8 时 -9 时 、16
时-17时可以临时将车在民德路南
侧停放，让原本仅有两条机动车道
的民德路更加拥堵。

“我们通过协调，请保育院对
面的五星级酒店让出部分停车场
资源，免费为接送孩子上下课的家
长提供半小时的车辆停放。”东湖
交警大队四中队指导员李昌军告
诉记者，交管部门经过摸排发现，
保育院对面的五星级酒店有350个
停车位，除了正常客人停车外，还
有部分空余车位。在与酒店方商
量之后，对方同意为家长们在孩子
上下课时临时免费停车30分钟。

6 月 12 日 8 时许，记者在民德
路现场看到，由于此项措施的实
施，原本拥堵不堪的民德路在早高
峰期间并没有出现拥堵情况，车辆
有序通行。

酒店提供场地 家长免费停车
南昌东湖交警出招破解早晚高峰学校附近交通拥堵难题

本报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6
月11日记者了解到，新余市公路局
今年投入 2700 万元继续打造省道
222 线、省道 312 线、省道 528 线省
级养护示范路，并续建完成省道
311线和省道529线。

近年来，新余市着力打造“三
线四片”美丽乡村示范带，推进秀
美乡村建设，积极推进普通国省干
线公路养护示范路建设，注重自然

资源，尊重山形水势，保护公路沿
线的绿水青山，体现本土特色，将
绿色养护与美丽乡村、民居民宿、
人文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构成国道
533樟分线形成了罗坊十里荷乡观
光片、省道 529 良九线良山田园风
光片、国道 220 线原分安线生态新
村片、省道 222 线环仙女湖段休闲
旅游片等地域特色明显的乡村旅
游公路带。

新余打造地域特色公路带

平价“特药”容易买到吗？
本报记者 朱 华 文/图

省肿瘤医院抗癌药供应充足。

在平凡岗位上练成业务精兵
——记中国邮政铜鼓县分公司窗口业务员郭芳

邱 桀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本报吉安讯 （记者李歆 通讯
员胡颖）近日，昌吉赣高铁吉安县
段沿线的凤凰镇石塘村村干部群
众齐上阵，整治村庄环境，清理周
边 水 面 漂 浮 物 ，共 同 扮 靓 美 丽
家园。

昌吉赣高铁途经吉安县敦厚
镇、横江镇、凤凰镇3个乡镇16个村
委、40个村小组。为改善高铁沿线
城乡综合环境面貌，连日来，吉安
县以安全防护、村庄整治、生态修
复、景观提升为着力点，对高铁沿
线村庄环境开展全面整治。该县

对原建设品质较差的村进行改造
提升，拆除破旧建筑物、清理积存
建筑生活垃圾，完善沿线生活、生
产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理体系，切
实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全部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

同时，该县实施绿化工程，完
成沿线造林绿化。推进水体修复
工作，建立长效、常态管理机制，加
强对农村沟渠、河道的治理，清理
垃圾污水，改善禁养区、限养区水
体质量。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
示标志，确保沿线居民出行安全。

吉安县集中治理高铁沿线环境

6月5日，永丰县偏远山区沿陂镇芦下小学（村小）的学生们正在吃营
养午餐。自2016年5月份开始，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向该校提供免费营
养午餐。 通讯员 刘学武摄

郭芳是中国邮政铜鼓县分公司一
名窗口业务员，2015 年 11 月才入职的
她，短短几年，就练成了一双“快手”：办
起业务来，手指翻飞，却快而不乱，收
件、打单、发件，从未出错。从新手到

“快手”，是郭芳用心工作、踏实做事、追
求完美的结果。

2012年，郭芳来到深圳，通过考试，
正式成为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不久，
父亲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为了照顾
父亲，郭芳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回到铜
鼓县。为了挣钱补贴家用，郭芳当过打
字员、发过广告单。2015 年 11 月，她进

入中国邮政铜鼓县分公司，成为一名窗
口业务员，负责包裹、函件的收寄。郭
芳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她努力学习，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郭芳总是随身带一
个小本子，把日常工作的一些操作流
程、要点、容易出差错的地方，都一一仔
细记在上面，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熟
记在心。

“郭芳做事特别用心，比如分拣房
经常会剩下一些纸板，她会把这些纸板
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台下。当顾客
来邮寄一些不能重压的物品时，她就用
这些纸板插在四周，打包之后，包裹方

方正正的，既漂亮又不容易损坏。”郭芳
的同事江华说，“再比如，顾客邮寄物品
后，电脑会打出一个条形码贴在运单
上。为防止运单损坏、丢失，收件员还
要用笔把条形码上的 13 个数字写在包
裹上。郭芳只要瞄一眼条形码，就能在
短短 3秒钟内，把 13个数字准确无误地
写出来，从不出错。”

2018年10月，宜春市举行邮政员工
岗位技能大比武，郭芳代表分公司参加
比赛。比赛现场，只见她手搭键盘，指
尖跳跃，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就完
成了全部操作流程，一举夺得函件和包

裹收寄两个一等奖，还拿了个人全能第
三名，评委们惊叹：“她的手可真快啊！”

由于工作出色，郭芳连续 3 年被中
国邮政铜鼓县分公司评为先进个人，
2016年还获评“全省邮政系统双11旺季
生产先进个人”。这个 90 后女孩，在平
凡的岗位上，用辛勤的汗水，练成了业
务精兵，让芳华得以精彩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