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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石山乡云石山村袁 提起梁青
青袁村民钦佩之情溢于言表遥 这位农家
媳妇袁 不仅悉心照顾受重大挫折的丈
夫袁还勇敢挑起家庭重担袁成为脱贫典
型遥

1972 年出生的梁青青袁 家中 5 口
人袁有儿有女袁本来家庭经济宽裕尧生活
幸福美满遥她的丈夫赖小平也是个勤劳
的人袁原来开小货车搞运输袁但在一次
货物运输中不幸出事袁使整个家庭突然
陷入泥潭遥 家负重债袁丈夫一度不能自
拔袁 在梁青青不厌其烦地照顾和开导
下袁总算走出阴霾袁重拾信心袁外出打工
赚钱偿还巨额债务遥 丈夫外出后袁梁青
青留在家中照顾老小袁辛勤耕种自家田
地和发展些家庭养殖袁维持生计遥

2014年袁野精准扶贫冶 工作全面开
展袁梁青青家因灾导致家境贫困被列入
帮扶计划遥 为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尧精准
施策袁乡村干部和帮扶结对干部为梁青
青申报了扶贫资金和协调了帮扶贴息

贷款袁又制定了一条致富的路子袁发展
家庭养殖和通过就业脱贫致富袁让她对
将来的生活更有信心遥2015年在确定梁
青青家庭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袁乡村干
部和结对干部与梁青青谈创业尧 交朋
友袁在询问了解具体家庭情况后袁最终
确定引导梁青青发展家庭养殖并介绍
到本乡镇工厂就业袁 通过产业+就业的
模式脱贫致富遥

梁青青自介绍到本乡美西子鞋厂
上班后不久袁就展现出她的管理型人才
特质袁她性格外向袁充满活力袁做事雷厉
风行袁从不拖泥带水袁而且很会关心人袁
懂得理解人遥 没两个月袁梁青青就被提
拔为美西子鞋厂的总负责袁管理整个鞋
厂的生产和人事袁摇身一变成了鞋厂的
野大管家冶遥 自从做了鞋厂的野大总
管冶后袁她没有忘记党和政府的关
心袁勇于担当袁为党和政府的脱贫
攻坚任务出计献力遥 她看到很多
贫困户家庭的姐妹因要带小孩没

有规律的上班时间或因没文化尧因动手
能力差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能呆在家
里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遥 她最后想出一
个办法袁就是把鞋厂的工序继续细化袁
再针对贫困户家庭剩余劳力的现状细
致分工袁对没文化尧动手能力差的做简
单工序袁对有能力尧时间又固定的允许
灵活上班时间袁 通过计件的方式计算
酬劳遥 通过她的合理改革和调配袁既解
决了工厂用工紧缺难题袁 又解决了贫
困户剩余劳力输出增加家庭收入问
题遥 美西子鞋厂吸纳本村贫困户有钟
海英尧刘美春尧宋冬连尧丁带发尧梁兰
英尧梁红玉尧梁玉娇等 10 户袁与周边沿
坝村尧 黄陂村来美西子打工的贫困户
合计有二十几户遥

我市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
首张电子营业执照颁发

本报讯 渊钟春香 记者温庆本冤1
月 5日袁 在市行政审批局市场服务
窗口袁 瑞金市益健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领取了营业执照袁 成为我市首家
全程电子化登记的企业袁 标志着我
市企业登记进入野零纸张尧零见面尧
零费用冶 的电子化登记新模式进入
实施阶段遥
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是我

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尧推进野放管服冶
改革尧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
措遥市行政审批局以企业注册制度便
利化为目标袁优化服务袁让企业和群
众办事更方便尧快捷尧高效遥该举措由
企业在网上提出登记申请袁登记机关
受理尧审核尧发照尧公示等全部通过电
子化手段实现遥以后袁企业将野足不出
户冶即可申请办理营业执照袁实实在
在地让企业和群众享受野让信息多跑
路尧群众少跑腿冶发展成果遥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记者了解到袁
我市构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尧大病
保险尧 贫困人口疾病医疗补充保险尧民
政医疗救助四道保障线袁贫困户报账率
达 90%以上袁2017年共计补偿 1.3亿元袁
补偿比例达高 95.6%袁 贫困户再也不用
因为患有大病尧慢性病而担心看病贵的
问题遥

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的一大内
容袁为了保障贫困户不用因为没钱看
病袁或者因病返贫袁我市采取贫困人
口疾病医疗补充保险举措 袁 按每人
260 元的标准为贫困户购买了疾病医
疗补充保险袁构筑了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尧大病保险尧贫困人口疾病医
疗补充保险尧民政医疗救助四道保障

线袁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尧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由政府代缴袁 贫困户报账率达 90%
以上遥

2017年 1至 12月袁 全市城乡贫困
人口共看病就医 (含门诊特殊慢病 )
34610人次袁共产生医疗费用 1.4亿元袁
四道保障线共计补偿 1.3亿元袁 补偿比
例达 95.6%袁贫困人口自付比例为 4.4%袁
根据病人情况不同袁补偿比例有可能不
同袁但报账率不低于 90%遥 比如袁九堡镇
的罗某娇老人因患冠状动脉性心脏病
在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袁
共住院 43天袁 一共花费医疗费用 19.5
万元袁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偿
10 万元袁大病保险补偿 1.4 万元袁二次

补偿 2.56万元袁疾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
4.6 万元袁医院减免 1183 元袁四道保障
线共计补偿 18.75 万元袁 补偿比例达
95.96%袁 个人仅付 7899元袁 自付比例
4.04%遥

此外袁我市还首创了健康扶贫工程
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袁 在原 30 种门诊
特殊慢性病病种的基础上袁增加野原
发性高血压 陨 期 尧风湿类风湿病 渊类
风湿性关节炎冤尧皮肤病渊银屑病冤尧泌
尿系结石尧 强直性脊柱炎冶5 种病种
为财政补助性门诊慢性病病种袁按医
保目录范围内费用补助比例达 90%袁
贫困户患者不用住院袁在医院取药也
能按这些四道保障线标准现场报销
药费遥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取得
较好成效

汩汩清泉
润民心

本报讯 渊记者郑薇冤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是我市推动精准扶贫建
设的一项重要工作遥 2017年袁自实施
叶瑞金市 2017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精准扶贫建设实施方案曳和叶瑞
金市农饮安全巩固提升精准扶贫项
目建设百日攻坚工作方案曳 以后袁我
市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作取得了较
好成效遥

为实现贫困村尧建档立卡贫困户
野人人有水喝袁喝水安全有保障冶的目
标袁 我市计划通过分两期实施 60座
农饮项目袁以解决全市 17个乡镇 132
个行政村渊其中贫困村 49个袁非贫困
村 83个冤2万贫困人口的饮水问题遥
其中计划第一期优先解决 49个贫困
村 0.8万人口的饮水问题袁第二期解
决 83个非贫困村 1.25万贫困人口饮
水问题袁该项目总受益人口达 20.2万
人遥

瑞金润泉供水有限公司为 2017
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
目业主袁该公司在项目施工上布置了
施工队伍 25个尧施工人员 600人袁挖
机 30台遥在施工时将 17个乡镇划为
了 6个片区袁每个片区负责管理 2到
3个乡镇工程建设任务袁各片区抽调
专业人员协助工程建设和管理袁全力
保证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遥

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袁2017年
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
计划投资为 24418万元袁其中一期工
程计划投资 8812万元袁 二期工程计
划投资 15606万元袁目前完成工程投
资 19362.09万元遥

截至到 2017 年 12 月 30 日袁正
在实施的 182 个行政村已有 168 个
完工袁 贫困户已挂表或安装龙头
11126户袁 非贫困户已挂表或安装龙
头 1898户遥 工程累计完成管道安装
工程量 2117462米袁建设村级水厂 45
座袁管网延伸 15座袁为偏远农户打井
35口袁 为季节性水质无保障贫困户
安装净水器 200余台遥

农家女变身“大总管”
阴本报记者钟先海

贫困户大病不愁
去年四道保障线共补偿 1.3亿元

近日袁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人员前往挂点的云石山乡田村村袁为村民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扶贫政策宣传和野情系田村尧冬衣暖心冶捐赠活动袁向贫困户宣讲系列政策袁与贫困
户进行了互动问答袁 给予小礼品奖励遥 之后该村乡贤杨远辉向全村 70户贫困户捐赠了
146套羽绒服袁价值近 3万元遥 图为向贫困生捐赠现场遥 朱良才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