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人启事
姓名院 朱景涛袁 小名朱小涛袁 男袁43岁袁于

2015年 4月 28日晚上在黄柏乡鲍坊圩走失袁身
高 1.75米左右袁偏瘦袁上衣里穿白格子袁外套黑
色夹克衣袁下穿黑色休闲裤袁脚穿烂拖鞋遥 家人
很着急袁 如有知情者请与谢女士联系遥 联系电
话院13097072953尧13426551152袁有酬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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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富贵旺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 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院
91360781MA35F76N4D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富贵旺大酒店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生林持有的证号为瑞国用渊2009冤
第 01070192265号土地使用证壹本 渊土地
坐落于西城开发区 2#要5#冤 遗失袁 声明作
废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3212010012号渊谢振福冤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棋耀食品有限公司遗失江西
增值税专用发票壹张渊第一联院记账联销售
方记账凭证冤袁类别代码 :3600143130袁发票
号码:03515780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英财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瑞
金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肆张袁发票代
码 :3600171320袁 发 票 号 码 :01076614尧
01076615尧01076616尧01076617袁特此声明遥

最近, 合肥开始试点探
索野共享农房冶模式 ,瞄准体
量巨大的农村闲置住宅 ,用
互联网共享平台连接起供需
双方,以期让这些农村野沉睡
的资产冶重现生机,释放更多
经济红利遥

据报道袁 根据农汇网与
庐阳区政府签署的合作协
议袁双方将建设野农汇民宿闲
置农房云平台冶, 把农村空置
住宅信息推到线上,探索建立
闲置农房民宿开发标准, 野共
享农房冶 的租约期往往在 5
年至 30年, 可以根据租客自
己的喜好进行翻修等曰而且袁
当地农民除了可以获得租金
收益以外,还可以就地成为物
业服务人员,实现创收遥

一方面是农村闲置的农
房袁这是一笔宝贵的资产曰另
一方面袁 住惯了城里楼房的
居民袁想返璞归真袁享受一下
田园生活袁 甚至是回归 野乡
居冶遥将这些农村闲置房利用
起来袁 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有
效利用遥 可以说袁这就是野共
享农房冶 经营模式的可取之
处袁 有市场有需求袁 对接起
来袁无疑能够实现多赢遥

不过袁对于野共享冶二字袁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雨伞尧共
享健身房等袁人们已经对野共
享经济冶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
了野视觉疲劳冶遥尤其是袁共享
单车在一路发展中袁 不仅给公众带来了
便利袁而且滋生了诸多乱象遥 那么袁野共享
农房冶初衷虽好袁会不会步共享单车等后
尘袁不能不令人生疑遥 更何况袁这还牵涉
着原房主和租客的切身利益遥

因此袁借力野互联网+冶 盘活农村闲置
房屋袁对于新农村发展袁是一个可行的方
向遥 要真正让野共享农房冶行稳致远袁走好
野规范路冶不容缺失遥 一则袁应注重因地制
宜袁尤其是地方政府袁搞战略合作实现农
村发展无可厚非袁但应具有长远眼光遥 盘
活农村闲置住房袁是一道综合考题袁在引
入野共享农房冶经营模式时袁须坚持标准
与规划先行遥

二则袁应遵从农户的意愿遥 野共享农
房冶在租约期 5 年至 30 年中袁租户可以
对房屋内外及院落进行翻修袁 如何保障
农户的权益至关重要遥 尤其是袁运营企业
如果干不到 30年袁在产生消费纠纷后如
何妥善解决钥 这些均需要政府部门及时
出台规范性办法袁并加强有效监管袁以确
保野共享农房冶的健康发展遥

总之袁农村原有住房长期闲置袁造成
了资源的浪费袁将这些闲置资源利用好袁
并实现增效之目的袁就需要创新思路袁通
过打通农村闲置房屋租赁通道尧 优化农
村闲置房屋租赁外部环境尧 加强农村闲
置房屋租赁政策扶持等等袁 以实现资源
有效利用遥 野共享农房冶作为激活野沉睡资
产冶的创新形式袁不仅需要给予鼓励袁更
不应缺失规范袁如此方能一路向好遥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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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老人送入养老机构袁 不免要
面临许多困惑院 机构从业人员职业素
养怎么样钥膳食结构是否合理钥清洁服
务和心理照料到位吗钥今年 8月份袁民
政部同多部委组织开展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活动袁 发现很多养老机构
存在质量标准不一的问题遥有鉴于此袁
民政部决定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一项国
家标准袁 以推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升
级遥这部万众期待的叶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基本规范曳渊以下简称 野叶规范曳冶冤日
前已召开专家审查会并接受质询遥

明确养老机构的质量标准袁是对
野机构养老冶 作为一种合法养老模式
的有力扩充袁对于大部分人群都起到
了野定心丸冶的作用遥 长期以来袁很多
人不愿意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袁原因
多种多样遥 首先袁中国人盛行野家庭反
哺冶的养老模式袁甚至把老人送出去
养老视为不孝曰其次袁近些年频频发
生的虐待老人事件袁折射出护理人群
专业素养不够尧某些养老机构专业性
不强袁 导致大家对养老机构不信任遥
在从前袁 若干子女奉养一对双亲袁以

家庭养老作为主流养老模式是比较
合理的袁 但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袁加
上野老龄化冶的集中到来袁出现了一对
夫妻养两个家庭的现象袁而全面放开
二孩后压力又有所升级袁众多家庭和
老年群体就出现了多层次尧多样化的
服务需求遥 其中袁机构养老代表了一
种解决方向袁对其服务质量的明确规
范袁有利于打消公众的某些顾虑遥

从征求意见稿覆盖的内容来看袁
叶规范曳 对于服务质量的要求极为全
面袁 既有宏观层面上的管理要求尧环
境要求袁也有细致到营养搭配比例的
膳食要求尧分类收集和清洗的洗涤要
求袁符合公众期待袁具有可操作性遥 但
客观来说袁各行各业都有详尽的质量
管理规范袁却不是所有规范都能得到
不打折扣的执行遥 那么袁应该如何保
证叶规范曳有效落地呢钥 这需要一整套
的配套措施遥 在养老机构管理服务方
面袁加紧制定设施设备规范尧医疗服
务规范等袁要求所有养老机构取得合
法资质袁并接受民政部门的监督遥 在
从业人员资质方面袁应该抓紧养老服

务专业人才的建设袁加紧制定养老服
务从业人员基本要求尧养老服务人员
职业培训规范等标准袁杜绝野黑中介冶
以及野证件买卖冶乱象遥 此外袁还应该
多部门协同推进袁 形成指标完善尧动
态更新的养老院大数据袁对养老机构
建档袁形成黑名单失信机制遥

把养老服务全面推向市场化袁既
能保证机构养老模式不断提升质量袁也
有利于形成彼此竞合尧你追我赶的多支
柱养老模式遥 2014年袁民政部在叶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曳中提出袁野民政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袁鼓励尧支持企
业事业单位尧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尧
运营养老机构冶袁 虽然承认了养老模式
以市场为主体袁但在具体运作中袁还是
倾向于野非营利性质冶的界定袁而市场化
养老模式的一大特点袁就是要承认养老
可以成为野营利性事业冶遥 当前袁很多省
份和地区都提出全面开放养老服务袁民
政部也提出要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措
施袁这就需要做到几点院一尧降低准入门
槛袁开放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袁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曰二尧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袁民
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服务收费项目和
标准由经营者自主确定袁改革公办养老
机构运营方式袁 鼓励实行服务外包袁对
特殊人群形成兜底服务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遥 尊老敬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袁 爱老助老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遥 目前袁我国是世界上
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尧 老龄化速度最快尧
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的国家之一袁
实现野老有所养冶是广大人民的热切期
盼袁 让更多养
老机构成熟可
靠起来袁 同样
承载着我们的
期望遥 扶青

脚踏红土地袁灵魂浸染着革命先
辈的腔腔热血曰心怀中国梦袁内心涌
动着不忘初心的铮铮誓言遥

讲奉献尧有作为首先要有无私奉
献的初心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遥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袁
保持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干好
工作尧办好事业的基础袁要始终把维
护人民权益的责任扛在肩上袁把服务
人民的工作落实在行动上袁时刻关注
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尧 最直接尧最
现实的问题遥 特别是作为一名在苏区
挂职的党员干部袁要传承和弘扬苏区
精神袁乐于为人民工作袁甘于无私奉
献袁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袁充分发
挥省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府的桥梁纽

带作用袁为瑞金实现工业翻番尧现代
农业发展破解资金难题袁推动我市各
项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讲奉献尧有作为更要有勇于担当
的决心遥 坚持把勇挑重担作为讲奉
献尧有作为的具体行动袁常怀野功成不
必在我尧功成必定有我冶的执着信念袁
切实把市委尧市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
落实到位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面对新的
责任和担当尧新的矛盾和困难袁要发
扬不怕苦尧不怕累的实干精神袁做到
日常工作能尽责尧 难题面前敢负责尧
出现过失敢担责遥 特别是在推动旅游
项目落地建设中袁解放思想袁攻坚克
难袁着力破解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袁有效推动项目顺利
开工建设遥
讲奉献尧有作为关键要有狠抓落

实的恒心遥 讲奉献有作为是行动袁其
要义是发挥作用合格遥 作为党员干
部袁 要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讲奉献尧
有作为的工作常态袁切实把抓落实作
为为民服务的着力点曰对市委市政府
作出的决策部署袁 坚持雷厉风行尧速
决速行袁 该办的事争分夺秒决不拖袁
能办的事雷厉风行决不等袁难办的事
攻坚克难决不放袁以实干实绩推动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效遥

与此同时袁要坚持把持之以恒作
为讲奉献尧有作为的长效举措袁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袁率先
垂范袁坚定不移地把实现好尧发展好
人民利益作为讲奉献尧有作为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遥

不忘初心讲奉献 勇于担当有作为
阴市政府副市长 苏爱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