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
抢收

7月21日，余干县康山
垦殖场附近农田，农民在收
割早稻。连日来，高温来
袭，当地粮农利用晴好天气
抢收抢种，保障夏粮供应。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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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职业 共享单车运维之

本报九江讯 （记者邹晓华 通
讯员涂小龙）7 月 21 日，记者从九江
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近日，《九江
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下
称《办法》）正式印发。《办法》涵盖了
工作机制、职业荣誉、优先优待、生
活待遇、社会优待、财政预算 6 个大
方面的19条消防救援队伍职业综合
保障政策。

记者了解到，《办法》在消防救
援队伍优先优待保障方面进行了明
确：（一）在编消防救援人员在车站、
银行、医院等场所享受与现役军人
同等优待政策，可凭有效证件优先
购票、通行、挂号等。车站、银行、医
院等场所对外办事窗口应设置“消
防救援人员优先”标志；（二）在编消
防救援人员乘坐各县（市、区）公共
交通工具可凭有效证件免费；（三）
在编消防救援人员参观由政府定价
的公园、博物馆、展览馆和风景名胜
区，凭有效证件享受与现役军人同
等优待政策；（四）入职3年以上的政
府专职消防员，参照在编消防救援
人员享受同等优待政策。

在生活待遇保障方面，《办法》
明确，在编消防救援人员按规定参
加属地职工工伤保险，享受相应保
险待遇。因公牺牲或评定为烈士，

其家属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抚恤
标准参照转制前执行。政府专职消
防员伤残、牺牲、烈士评定工作由人
社、民政和消防部门联合实施。消
防救援人员符合政策条件的，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享受政府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政策。

《办法》还在人员落户、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等社会优待保障方面
予以了明确。公安、民政部门按照
相关政策，支持在编消防救援人员
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在集体户和家
庭户落户，允许调动人员户口随迁；
在编消防救援人员家属随调工作参
照改制前随军政策执行，因就业困
难而未就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家属，
继续享受转制前随军未就业家属补
助发放政策；在编消防救援人员和
入职 3 年以上的政府专职消防员的
子女入学，参照《江西省九江市军人
子 女 教 育 优 待 实 施 细 则》（政 联

〔2013〕01 号）的相关优待政策予以
照顾安排。按照《办法》规定，消防
救援车辆免收车辆购置税、车辆通
行费和停车费。

该《办法》在全省率先出台，使
九江市消防救援队伍的职业荣誉
感、社会认同感、组织归属感进一步
提升。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邓勇伟、
段江婷）7 月 10 日，吉安市吉州大道
各红绿灯路口的安全岛上，出现一
种新设备。这种贴有“烟头不落地，
吉安更美丽”宣传标语的新设备，是
该市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打响烟头“歼灭战”添置的灭烟
桩。据了解，按计划该市中心城区
陆续有1000个灭烟桩“上岗履职”。

自6月底开展“烟头不落地·吉安
更美丽”活动以来，吉安市多措并举
力促该项活动有效实施。在中心城
区主干道的公交站台、交通路口、广
场、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安装灭烟

桩便是重要举措之一。据了解，安装
灭烟桩旨在引导在室外公共场所吸
烟的市民将熄灭的烟头丢入灭烟桩
内，纠正随手乱扔烟头的不文明行
为，提升城市的洁净程度，从而巩固
该市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

目前，该市已安装灭烟桩 400
个，后续还有600个灭烟桩将安装到
位。针对已安装灭烟桩的道路，市
区环卫部门还结合中心城区“以克
论净、深度清洁”工作开展情况，实
行定人、定时间、定路段、定责任原
则，加大对灭烟桩的清洁频次，以保
持灭烟桩的干净整洁。

吉安城区千个灭烟桩陆续“上岗”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蔡颖
辉 实习生傅平凡）为切实解决南昌市
民通勤难，提供更多元的公交服务，南
昌公交集团推出通勤定制巴士，并于7
月22日至28日进行预售，8月5日正
式发车，发车首日可1元体验。

定制巴士，也称商务班车，是从
小区到单位，从单位到小区的一站
直达式班车。市民可以通过APP或
小程序提出自己的出行需求，公交
集团根据需求和客流情况设计公交
线路。

据介绍，定制巴士是一种新型
公交服务，与传统公交相比主要有
两点不同。一是定制巴士为了保证
乘客舒适度，统一采用空调巴士并
通过“一人一座”的服务机制，为通
勤人群在繁忙工作以外的上下班场

景提供休憩空间。二是定制巴士采
用“点对点”“家门口到办公室”的营
运方式，只停靠乘客预定的小区门
口和写字楼门口，与传统线路相比
大大地提升了运行速度，更符合通
勤乘客快速直达的需求。

“在开通通勤定制巴士之前，进
行了专题调研。此次客源调查具体
包括人群热力、拥堵和客流指数等
多个方面，共涉及 2 万余人次，收集
市民有效建议 5000 余条，为定制公
交的开通提供了客源数据支持。”南
昌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首批定制巴士进行预售，
开启了青云谱、南昌县、经开区、湾
里、红谷滩及高新等区域的定制高
速通勤（具体线路走向详见江西新
闻客户端）。

南昌通勤定制巴士22日起预售
发车首日可1元体验 一人一座 一站直达

连日来，广昌县城区滨江壹号小区
的魏红英、杜春秀、李春红等多名居民
陆续向本报反映，年初时，县卫健委批
准该小区拟设置一家面积逾 3000平方
米的综合性医院即万福医院，自3月中
旬起，该医院投资方开始在小区4栋、6
栋“凿墙挖地”、改装施工，令大家深感
不安。他们表示，住宅区内设医院，涉
及一系列医疗污染源处理问题，关系到
居民切身利益，审批部门应依规通过有
效的公示等程序征求居民意见，方可作
出决定。

据悉早在1月底，就该小区拟设置
万福医院的相关信息，县卫健委已通过
其官网、中国白莲网就拟设置医院地点
张贴过告示，依规进行了公示，但在规
定时间内未收到该小区居民任何意
见。而该小区很多居民提出质疑，县卫
健委履行的公示等程序是否涉嫌走过
场，甚至弄虚作假？为此，7月11日、12
日，记者邀请抚州市卫健委审批人员一
同前往广昌，进行调查采访。

医院设置点的公告由投
资方随意张贴

在小区 4 栋、6 栋居民楼施工现
场，记者注意到，这两栋楼系联排商住
楼，一至二楼为商铺，三至六楼则为居
住区，共有 48 户居民，其南边靠近小
区外围的荒地，北边则设有居民通
道。目前，万福医院投资方已对 6 栋
两层商铺及 4 栋二楼商铺完成前期改
造装修工程。

魏红英等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该
联排商住楼各单元进出通道均设在北
边，而朝向荒地的南边通道目前为小
区死角地带。因此，居民们在日常生
活中只走北边通道。而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公示期间，拟设置万福医院的
公告却被张贴在商住楼南边墙上，居
民们难以发觉，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向审批部门提意见。

对此，县卫健委医政股股长肖泽民
表示：“我们是严格按《关于医疗机构审
批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要求，对滨江壹号小区拟设置万福医院
进行公示。至于小区居民是不是看到
了公告、公示是否有效等质疑，我们就
不管这些了，只负责履行公示程序。”

魏红英等居民还告诉记者，肖泽
民曾亲口对他们说过，南边墙柱上的
公告是万福医院的人张贴的，这说明
设置点张贴公告就是“做样子”而已。
肖泽民否认该说法，坚称该公告是县
卫健委依规履职而张贴的。然而，这
些居民现场当着肖泽民、县卫健委主
任范五川、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范继
平及该医院股东等人员的面，向记者
播放了一段有关肖泽民与居民们沟通
的录音，证实了肖泽民所说的“公告是
万福医院人员张贴的”。对此，肖泽民
未再作解释。

记者通过查询得知，《规定》强调须
“实行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公示制”，明确
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对受理的医疗机构设
置申请要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期间接到举报或提出异议的，要及时
组织查实，未查实前不得批准设置。

小区居民表示，这份由医院方随
意张贴的公告并没有达到广而告之作
用，居民们如何举报或提出异议？如
此“公告”失去了公示意义，“未查实前
不得批准设置”的提法无形中成了一
句空话。

公告未如实说明医院设
置地点

调查采访中，记者登录县卫健委官
网、中国白莲网，均未查询到有关滨江
壹号小区拟设置万福医院的公告，且设
置点所张贴的公告早已被撕掉。小区
居民提供的这两家网站刊发公告的截
图，以及县卫健委向县委督查室提供的
设置点张贴公告的图片显示，该医院选

址地点为“滨江壹号小区周边”。2 月
12日，县卫健委向市卫健委提交的《设
置医疗机构备案书》申请材料则注明选
址地点为“滨江壹号小区附近”。

李春红等滨江壹号小区 6 栋居民
向记者表示，县卫健委公示万福医院选
址地点为“滨江壹号小区周边”，让公众
误以为该医院并非设在住宅区内。

市卫健委医政科经办人员尧晶向
记者介绍，《规定》明确要求，医疗机构
场所设置必须有适合的名称及具体场
所。因此，2 月 12 日，她在受理县卫健
委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时，就“滨江壹
号小区附近”的表述曾提出质疑，并退
回该材料，要求重新说明具体选址地
点。直到3月18日，县卫健委重新提交
的申请材料中才如实注明了选址地点，
市卫健委才同意该医院设置审批备案，
依规予以批复，并在市卫健委官网进行
公示，且公示内容中特别注明该医院选
址核定为“滨江壹号小区6栋”。

万福医院是否擅自扩大
经营面积？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小区6栋商铺
已被万福医院投资方改装成 3 层楼用
于经营场所，其中该商铺 3 楼与 4 栋商
铺二楼连通，相连通的楼层被改成统一
风格的近 20个房间。记者从抚州市及
广昌县卫健委提供的审批材料中查阅
到，万福医院设置场地仅为滨江壹号小
区 6 栋，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那么，
医院投资方将 4 栋商铺二楼也一并改
装，是否属于擅自扩大经营面积？

对此，万福医院股东之一黄武龙
解释，目前就小区 4 栋商铺二楼改装
的 8 个房间系医院生活区，并非病
房。而魏红英等居民告诉记者，他们
曾向施工人员了解到，这些房间均为
医院设置的病房。

之后，记者在“广昌帮”微信平台上
查询到，万福医院发布的招聘信息宣称

“医院总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
对此，范五川表示，县卫健委只按

万福医院审批备案的实际地点及面积，
严格予以审批，不会超范围进行审批。
该医院“超范围”改装小区 4 栋商铺二
楼，不属于县卫健委监管范畴。

黄武龙对记者说，万福医院获准县
卫健委的设置批复后，他和其他股东就
向县城管局办理了室内装修工程申请
手续，并缴纳了 6000元押金，获县城管
局同意后，他们才对4栋、6栋商铺进行
装修，并未违规。

此后，记者向县城管局城管二大队
大队长黄海舰了解到，万福医院投资方
提交的有关“店招设置”“店内重装”申
请材料，只说明了装修地点为滨江壹号
小区 6 栋，并未涉及 4 栋商铺二楼。他
告诉记者，该医院还存在装修方案未经
当地建设部门审批等违规问题，目前已
受到依法处罚，并被暂停施工。

范五川表示，目前万福医院仅处于
设置备案登记及场所装修建设环节，装
修完工后，还需依法依规获得环评、消
防、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审批意见，县卫
健委才能履行第二道审批程序，即依法
依规予以审批并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该医院方可正式营业。他坦承，
在首道设置审批备案程序中，有些“细
节”确实不够规范。

范继平表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及相关文件就医疗机构选址
的规定，仅明确了“选址与周围托幼机
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布局
的关系”及“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
和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的说法，并
未禁止住宅小区内设医院，但各级卫健
委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就滨江壹
号小区居民质疑县卫健委审批备案程
序“走过场”等问题，市卫健委希望该部
门依规予以妥善处理，及时排除居民的
担忧或顾虑。若该小区居民的合理诉
求得不到解决，则会要求该部门对万福
医院另行选址。

7月11日7时，在南昌市高新大道
地铁口附近，几名身穿蓝色马甲的小
伙子正在整理共享单车。今年 27 岁
的王亲荣是哈啰单车的一名运维人
员。他的职责是整理和维护辖区的共
享单车，为的是让更多的用户有车骑，
骑好车。

每天行走3万步，整理
单车约500辆

在加入哈啰单车之前，王亲荣是
一名食品销售人员。2017 年 8 月份，
出于对互联网公司的好奇和喜欢骑行
的原因，王亲荣入职哈啰共享单车，成
为一名共享单车运维。

王亲荣告诉记者，他每天7时就开
始忙碌了，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
将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搬运到共享单
车停放区域内，并摆放整齐；二是根据
智能大数据的指令进行车辆调度，比如
在用车高峰到来前将车辆调度摆放好，
合理分配共享单车的流量；三是对共享

单车进行简单维护和故障排除。
记者见到王亲荣时，他正在和同

事不停地卸车、摆车，衣服早已被汗水

浸湿。他几乎每天的微信步数都超过
3 万步，日均要搬车 500 辆左右，一辆
单车大约 20 公斤，相当于“举铁”
10 吨。

走街串巷“拯救”被私占单车
共享单车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

时，也给运维人员带来很多烦恼。砸
锁、私占、乱丢弃，甚至把单车扔进湖
里等不文明现象频频出现。所以除了
要保证单车摆放规范外，运维小哥还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拯救”
那些被破坏和私占的单车。

通过哈啰大数据，王亲荣要走街
串巷，找到这些故障车。没有二维码
的、车架折了的、车链掉了的、车座损
坏的、被上私锁的……这些他都要一
一进行处理。

王亲荣每天都会随身背着一个
“万能包”，里面装着液压钳、扳手、锤
子、长绳、二维码贴等。碰到轻微的
车辆破损情况，他就用工具简单维
修。如果车辆被破坏太严重，他就把

这些单车标记好，通知物流司机拉回
仓库维修和保养。

“有些人喜欢把单车藏在地下室、
楼道甚至家里，我们会通过后台定位
一辆一辆找回来，每天走街串巷扫
街。”王亲荣开玩笑说，他早已经练就
了火眼金睛，知道哪些地方容易私藏
共享单车。

工作很辛苦但是值得
共享单车带来便利的背后是很多

默默无闻共享单车运维的辛勤付出。
“这一年多时间，我黑了很多也瘦

了很多，每天很晚回家，陪伴家人的时
间非常少。父母和爱人从最开始的不
理解，到后来看到马路上越来越多的
人骑着共享单车，也慢慢理解我，现在
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王亲荣的话语
中，透露出几分职业自豪感。王亲荣
说，这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值得，每
名运维都很“拼”，共同的愿望是为这
座城市的交通提供更多便利，守护用
户的安全出行。

日均“举铁”10吨的城市新卫士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文/图

共享单车运维人员正在整理单车。

住宅区内设医院 公示地址却为“小区周边”

广昌滨江壹号小区居民质疑公示程序走过场
本报记者 童梦宁 实习生 张茗睿

九江出台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

人员落户、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社会优待

7月19日，在泰和县沿溪镇潋溪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和分公司
员工在进行空中光缆挂线作业。近年来，泰和县积极推进网络扶贫，贫困村
通了光纤宽带，农村电商风生水起，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通讯员 邓和平摄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记者7月22
日获悉，省人民医院日前为一名肺结节
患者熊某采用荧光显影辅助技术，成功
实施下胸腔镜肺段（S9段）切除术，目前
病人恢复良好。据省人民医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是我省首次开展荧光显影
辅助技术治疗肺结节，为我省今后治疗
同类疾病增添了新技术。

熊某7月15日入住省人民医院，
经 CT 检查，影像学资料显示病灶为
左肺下叶基底段 1.2cm 混合磨玻璃
结节。医院经多学科会诊后认为，患
者肺部磨结节﹤2cm，运用国内先进
的荧光显影辅助技术，实施胸腔镜下
肺段切除术，可以保存患者肺功能，
并完全清除肿瘤。

据熊某主治医师徐全介绍，随着

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
的肺部磨玻璃结节得以早期发现，目
前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是治疗肺癌的一
个标准。手术的关键点是“尽可能完
全切除肿瘤，保留健康肺组织”。此
外，由于肺磨玻璃结节直径多﹤2cm，
实施解剖性肺段切除术就可为患者
提供更好的生存预后，同时保留患者
更多肺功能，但由于肺段没有肺裂发
育，缺乏可靠的术中实时区分肺段间
平面手段，手术创面大、术后肺漏气
发生率高。应用荧光显影辅助技术
后，需保留的肺组织变成绿色，需切
除靶段肺组织无显影，使得医生能明
显将其与相邻肺段区分出来，主刀医
生可以做到更安全、更精细、更完整切
除，手术变得更精准快捷。

我省治疗肺结节有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