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仅依靠一辆 5.9 米长的
流动体检车袁 可以在一天之内
满足一座村庄村民的体检问诊
需求遥 在 8 年前袁这是赣南人民
完全想象不到的情景遥 那时候袁
很多村民连体检是什么都不知
道袁去医院看病也是千难万难遥

随着 叶国务院关于支持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
干意见曳的出台袁8 年间袁赣南的
基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袁分级诊疗逐步落地袁每千人
病 床 数 由 2.72 张 增 加 到 5.6
张袁比 2011 年增加一倍遥 2018
年开始实施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三年行动计划袁 基础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遥 筑起了困
难群众健康扶贫 野四道医疗保
障线冶袁让个人自付费用压缩到
10%左右遥 全市 125.77 万贫困
人口实现应保尽保遥 基本医保尧
大病保险尧 医疗救助三项保障
制度覆盖率达到 100%遥 赣州市
委尧 市政府通过种种措施打通
群众健康服务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
真正实现了野小病不出村尧常见
病不出乡尧大病不出县冶遥

除了面向普通百姓的政策
利好外袁 赣州市还着力打造青
峰药谷袁 汇聚了各类生物医药
企业 80 家袁 不断向大健康尧AI
智能等领域靠近遥 譬如进驻青
峰药谷的天羔医疗共享中心袁
于 2019 年 3 月启动野流动智能
体检冶项目袁紧紧围绕野开好一
辆车袁织好一张网袁建好一个中
心冶的运营思路袁助力基层医疗
机构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双提
升袁 助推公共卫生服务智能化
和分级诊疗落地遥 通过野流动智
慧医院冶 深入社区和边远村庄袁
向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服务遥 现场即可出体检报告袁家
庭医生现场讲解并提供健康管
理方案袁对疑难问题还可通过智
慧医疗平台请上级医院的专家
进行远程会诊遥真正实现了医共
体协作尧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尧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智能化遥

在这 8 年中袁 赣州市上上
下下以一心为民的永恒初心袁
践行着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冶的
理念袁 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

苏区振兴发展的首要任务遥 民
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袁 直接关
系百姓生活冷暖遥 除了看病难袁
住房难尧喝水难尧用电难尧上学
难等也是长期困扰赣南老区人
民的民生问题遥 可喜的是袁这些
老大难问题都得到了基本解
决遥 2019 年 5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时指出袁野以百姓心为
心袁与人民同呼吸尧共命运尧心
连心袁是党的初心袁也是党的恒
心冶遥 所以袁这 8 年来袁正是无数
秉持野苏区干部好作风冶的党员
干部在充分用好叶若干意见曳的
同时袁坚持站稳人民立场袁树牢
群众观点袁贯彻群众路线袁自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 真正实现
好尧维护好尧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袁 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8 年时
间袁 赣州走好了这补齐民生短
板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袁真正做到
了 野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冶野把人民群众
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冶袁为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消除了后顾
之忧遥

三中

组织教师学习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讯 渊王道东 曾建春 记者 陈盛昌冤日前袁瑞金三中集
中组织了全体教职工学习叶政府工作报告曳内容遥 此次政治专
题学习由学校党总支负责人领学和解读遥

领学人从首次未提经济增速目标尧再提野房住不炒冶尧史
上最短 90 字话国企改革尧拟安排专项债 3.75 万亿尧减税降费
再加码尧四提野常态化疫情防控冶尧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
1000 亿元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八个方面概括了本次政
府报告的亮点袁给全体教职工做了一次全面尧深入的解读遥 大
家纷纷表示袁今年的政府报告接地气袁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
神遥 大家对过去一年国家取得的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遥 大家
纷纷表示院作为一名教师袁要终身学习袁让自己成为野四有冶好
老师和野四爱冶好园丁遥

九堡镇中心小学

多举措做好防溺水工作
本报讯 渊钟建军 记者崔晓燕冤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袁青

少年溺水事故又进入高发期袁 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至关
重要袁 针对这一情况袁 九堡镇中心小学多举措做好防溺水工
作遥

该校从落实好学校责任尧家长责任尧学生责任入手袁提前
制定完善学生防溺水工作方案袁张贴宣传标语等袁将防溺水安
全教育工作落实到每个班级尧每个学生尧每位教师遥 以班级为
单位袁为学生上一堂防溺水知识安全课尧向学生家长发放叶预
防学生溺水的一封信曳遥 同时切实做好河流尧池塘等周边的安
全防护和防溺水提醒标识建设袁加强对危险水域的警示监管袁
加强巡查督查袁确保学生远离河尧塘尧沟尧渠遥

野通过这堂课我学会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袁如不能私自下
水游泳袁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袁在周末假期等更不能到水
库尧池塘等深水区域去玩耍袁很危险袁要珍爱生命遥 冶九堡镇中
心小学五年级学生钟芷菡说道遥

姻2020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五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陈盛昌 综 合 03

图为上阳路社区干部和文明实践志愿者正顶着炎炎烈日在清扫垃圾遥 7 月 1 日袁
瑞金市城市社区上阳路社区干部尧 文明实践志愿者在社区内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之
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袁引导居民自觉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中来袁爱护环境卫生袁维护公
共秩序袁共同为打造优美的人居环境贡献力量遥 杨慧 本报记者郑薇摄

同呼吸 共命运
答好“民生考题”

阴穆宇清

渊上接第 1 版冤着重提高密切联
系群众能力尧以文辅政能力尧调
查研究能力尧统筹协调能力尧信
息收集能力和狠抓落实能力遥
三是要极端负责袁 在发扬优良
作风上作表率遥 要严谨细致袁严
格标准要求袁 努力完成好每一
项任务尧把好每一个关口曰要勇
于担当袁知难而进尧迎难而上袁
该协调的主动协调袁 该牵头的

主动牵头袁该督办的主动督办曰
要甘于奉献袁要有野利在众后袁
责在人先冶的思想境界遥 四是要
胸怀大局袁 在服务中心工作上
作表率遥 要以野争创一流尧走在
前列冶的要求推动各项工作袁发
挥好服务中心尧保障运转尧维护
大局的职能作用袁 为全市机关
单位树立标杆遥 五是要激发活
力袁在机关党的建设上作表率遥

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袁 严格
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等制度曰要创
新党建工作模式袁 把党建渗透
到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袁 让办
公室党建与业务工作无缝对接尧
相互促进曰 要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袁 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问
题尧倾向性问题袁建设一支干净
担当的党办干部队伍袁打造风清
气正尧廉洁高效的模范机关遥

不忘初心 勇当表率

银6 月 30 日袁合溪安置房项目首栋主体
结构顺利封顶遥 该项目由市城投集团公司下
属房产置业公司负责组织实施袁位于黄柏乡
合溪村袁用地面积约 3.94 万平方米袁建筑面
积约 9.52 万平方米袁 总投资约 3.24 亿元袁总
工期 36 个月遥 目前其它楼层正在紧张施工
中袁预计将于 10 月份全部封顶遥

朱庆友 曾歆瑶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