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建立救助帮扶机制
中山市大病困难帮扶中心

暨中山市完美慈善帮扶中心是
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完美
（中国）有限公司共同搭建，并由
完美公司首年定向捐赠 300万
元发起设立专项帮扶基金。中心
融困难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临时困难救助、慈善救助为
一体，采用“政府专项资金+社
会慈善资金”的运作模式，主动
发现、精准救助大病困难群众。

据市民政局介绍，帮扶中心
的成立，通过临时困难救助，实
现双低家庭对象大病患者自付
费用限额内 100%补贴。自费费

用补贴提高到限额以内 90%以
上，普通困难支出型补贴自费和
自付费可达到 80%以上。此外，
帮扶中心利用医保信息平台与
各医院一站式结算对接，实施直
接救助。群众从申请受理到救助
款入账只需5个工作日。

■扩面提标加大救助力度
为了加大救助力度，我市今

年将进一步完善救助政策，放宽
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认定标准，
让普通家庭患者在财产认定方
面更容易达到救助条件。

一方面，我市主动降低救助
门槛，破解支出型对象救助难
题。2018年，我市拟进一步放宽
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认定条件，

对普通困难家庭患者在房产、存
款、医疗费用支出额度等各方面
降低救助门槛，切实解决普通困
难家庭大病救助难题，修订后的
政策计划年内颁布实施。

另一方面，我市完善临时救
助制度，大幅提高救助标准。修
订出台《中山市临时救助办法》，
双低家庭的救助资金全部由市
负担，并统一提高镇区临时救助
水平，达到每人次不低于 2个月
低保标准。上半年共向 5100户
次困难家庭发放临时救助 1200
万元，市、镇临时救助金支出比
去年同期分别增加41%、61%。

■引导慈善力量积极参与
我市积极畅通社会各方力

量参与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道，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大病医疗
救助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困
难群众获得感。

为努力解决边缘困难群众
诉求，我市修订《中山市慈善总
会救助办法》，市慈善总会每年
安排 100万元，对不符合政策要
求、但存在实际困难的边缘困难
家庭，对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按
不低于 50%的比例给予救助，每
年限额 5万元。同时，建立慈善
总会微捐赠平台。对经政府各类
救助及慈善救助后，仍存在困难
的大病患者，通过申请市慈善总
会“微基金”求助项目，面向社会
募集善款，开展专项救助，尽可
能降低患者个人医疗费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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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草湖镇所在地，原本是盖孜河附近一片沼泽遍布的荒漠，自
然环境恶劣。但建镇几年来，这里环境大变，处处绿树成荫，笔直的马路
贯穿这片绿洲，小镇周边到处是果园和农田。玻璃脆葡萄、冰糖心苹果、
蟠桃、水蜜桃、西瓜、杏……如今草湖镇已经变成了水果飘香的乐园。

“草湖镇的变化，离不开近年来广东援疆工作队的辛苦工作。”每个
草湖镇的人都这样和记者说着。

本报讯（记者 周
映夏 通讯员 于芝春
梁健）为进一步营造一
个干净整洁的城市环
境，迎接全国爱卫会对
我市国家卫生城市巩固
工作情况的复查，8 月
27日上午，市爱卫会主
任、副市长袁永康率队
对城区的市容环境卫生
进行了检查，并就存在
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检查组一行先后对
库充市场、中山北站、汽
车总站等场所（单位）进
行实地检查,发现不少
问题。如，库充市场垃圾
收集点设置不合理；市
场周边的小餐饮店存在
占道经营、证件公示不

齐和室内卫生差，出租
屋管理不规范；车辆乱
停乱放现象严重。中山
北站没有健康教育专栏
和禁烟标识，站内小食
店没有亮证经营。汽车
总站没有禁烟劝导员、
公厕没有达到二类公厕
标准。

针对存在问题，袁
永康要求各单位各镇区
要重新认识、高度重视，
采取措施、强化管理，部
门联动、各负其职，加强
督导、全面整改，加强宣
传、全民参与，确保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顺利
通过，为广大市民营造
卫生、整洁、有序的生活
环境。

全国青少年
棒球公开赛
（广东赛区）落幕

本报讯（记者 黄廉捷 余兆宇 通讯员
陆文伟）8月26下午，为期4天的2018年全国
青少年棒球公开赛（广东赛区）在“中山国际
棒球小镇”东升镇落幕。14支青少年球队参
加了比赛，结果熊猫队技高一筹，分别获得
U12和U15组别的冠军。市政协主席丘树宏
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球队颁奖。

近年中山市政协助力推动东升镇成为
“棒球特色小镇”建设，东升镇的棒球运动有
声有色，成果丰硕。从2011年开始，东升镇已
成功举办六届“熊猫杯”全国少年棒球邀请
赛，承办五届全国青少年棒球A组锦标赛。
2016年 12月，第 9届亚洲U12棒球锦标赛在
东升镇成功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 ）昨日上午，市
直属机关第八届“廉政电影周”活动在市文
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当日首场《浴血广昌》
红色记忆引人关注。据了解，本次活动从8月
27日开始至 8月 31日结束，期间，市直属机
关工委将组织市直机关党员集中观看《浴血
广昌》《面向群众》《李保国》《信仰者》《凤凰
街风雨》等五部融教育性、思想性和观赏性
于一体的优秀教育电影。

首场电影《浴血广昌》内容主要根据战
争时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是以红军“反围
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
为背景，通过赖婆婆和一家 5个儿子的小人
物故事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红军革命的伟
大。影片中感人至深的革命者群像和向死而
生的革命情怀，催人泪下，震撼人心。

据悉，“廉政电影周”活动是市直机关
纪律教育学习月的重要内容之一，目的是
通过组织观看优秀教育电影，以影视传播
的方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导党员
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理
想信念，自觉用党章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
言行，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增强纪律
观念、强化纪律执行，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自觉为实现“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担当作为、建
功立业。

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 通讯员 张涛）8
月22至25日，古镇镇镇长匡志率党政企代表
团赴西藏工布江达县开展对口支援，为结对
帮扶的江达乡提供 60万元项目经费和价值
40多万元的物资，并帮助江达乡规划和落实
扶贫、照明等民生工程。

代表团在当地看望慰问了 9户贫困户，
送上米面油茶及慰问金，并考察了巴村藏鸡
场、吾路岗藏香猪繁育养殖场、精品民宿、太
昭古城等扶贫攻坚项目。此前，古镇已帮助江
达乡完成太昭文化陈列馆亮化工程，并对其
医疗卫生、教育等进行帮扶。

在对口支援座谈会上，古镇镇向江达乡
提供扶贫攻坚、奖教学等项目资金共计60万
元，并捐赠照明灯具 400盏和价值 40多万元
的衣物、医疗器械、紧缺药品等物资。根据受
援地的需求，古镇镇将为江达乡茶马古道、
唐蕃古道、乡村亮化工程等提供规划和帮
助。古镇镇古一村和江达乡米吉村签署了我
市首个村级援藏的对口支援框架协议。古镇
古一小学派出两位教师进藏进行为期 10天
的帮扶交流。

救助群众123人次
发放救助金240万元

我市不断创新救
助帮扶机制，“中山市
大病困难帮扶中心”
运行4月余效果显著

今年4月，为破解大病救助难
题，我市先行先试，在全省乃至全
国范围内率先建立“中山市大病
困难帮扶中心”，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昨日获悉，帮扶中心自4月18日试运行以来，共救助大病
困难群众123人次，发放救助金总计240万元，社会反响热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我市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引导社会积极参与，不断提升救助的
力度和水平。

第八届“廉政电影
周”昨日开幕

将集中观看
五部优秀电影

8月27日上午，市直属机关第八届“廉政
电影周”活动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本报记者 隋胜伟

查摆环境问题 督促落实整改

昨天上午，检查组到库充市场、中山北站、富华总站等地开展市容环境卫生检查工作。 记者 缪晓剑 摄

广东援疆工作队因地制宜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

昔日沼泽荒漠 今日瓜果飘香

早就知道新疆的瓜果甜。到
草湖镇的第一天晚上，记者就迫
不及待地到街上去买些当地的水
果尝尝。在广东卖到十多元一斤
的水果，这里都是几元钱一公斤。

“我们当地产的苹果，比阿克苏的
糖心苹果还要甜；我们这里的西
瓜，水分非常足；还有一种小蟠
桃，甜度非常高。”在路边乘凉的
团场退休职工张老爷子掰着指
头告诉记者。

当地人告诉记者，现在建草
湖镇的地方，以前是一片沼泽遍
布的荒漠，自然环境恶劣。经过
近些年的开发，这里已成为湖光
潋滟，绿树成荫的疆南小镇。“以
前这里不产葡萄，近几年团场引
进了这种‘玻璃脆’品种，无籽、
脆皮，口感很好，略带酸甜，已经
卖到了北京、广州等城市的超市
里。”在 41团 9连的种植园中，中
山援疆工作队队长钟强采下一
串小粒的紫色葡萄让记者品尝。
眼下正是葡萄开始收获的日子，
十多个汉族和维吾尔族妇女围
在一起挑选着葡萄，分箱打包。

这片果园的承包人刘静告诉
记者，这种被称为弗雷的葡萄品
种，口感爽脆，很多人喜欢吃。他

们夫妻俩承包了连队 140多亩土
地，从2013年引进这个品种种植。

“每亩能够产1吨多。以前都是乌
鲁木齐的老板收购；去年开始，有
批发商尝试着销售到北疆和国内
的各大超市。”在果园边，记者见
到了来自汕头的洪先生，他也是
过来收购葡萄的。他告诉记者，这
种葡萄以前都是出口以泰国为
主，国内这两年才开始畅销。他预
计会在草湖镇收购两三百吨，只
要质量达标，就尽量收完。

距离记者住的宾馆一路之
隔就是一个果园。老家湖北的老
李在这里租种了15亩地，果园里
种着苹果、桃子、李子等各色果
树，还放养着鸡、鹅、山羊等禽
畜。记者看到，果园里已经有不
少红彤彤的苹果挂在树上，虽然
个不大，但是咬一口，脆甜，水分
足。“你们来得早了点，现在的品
种口感还差一点；过上一两个月
苹果上市，那才叫甜，果肉里还
有一丝丝的糖心，不比阿克苏的
苹果差。”来团场已经有 20年的
老李告诉记者，这里的水果不愁
卖，附近就是中学，很多家长接
送孩子的时候，顺便都会捎上一
些水果。

草湖镇的种种变化，出
生、成长在这里的工青妇工作
部部长高菊感受最深。“这些
年草湖镇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从广东援建开始，整个小镇从
住房改善、城镇绿化、农田果
园、产业扶持，都办得特别好，
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广东援
建的成果。”

中山援疆干部吴新建带
记者去看了中山准备援建的
压缩式的垃圾转运中心项目
选址。他说：“草湖镇去年被评
为全国特色小镇，也拿到了全
国文明村镇的称号。考虑到这
里的垃圾处理还处于粗放式
收集阶段，经过与坦洲镇政府

沟通，准备支持142万元，其中
83万建设一个垃圾转运中心，
38万买一台专门的垃圾转运
车，21万配备 30台电动垃圾
收集车。”

在草湖镇采访期间，记者
处处都感受到广东援建给这
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广东援建
的新草湖中学正进行内部清
洁，学校书记车建国自豪地告
诉记者，新学校将能容纳3600
名学生，这里将成为三师最好
的学校。与新中学仅一墙之隔
的援建的新幼儿园建设也已
经完成，幼儿园副院长夏梦露
介绍，这里将参照广东的教学
理念，打造成为当地最好的幼

儿园。
钟强对援疆工作有着清

晰的认识，那就是以产业援
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为抓
手，以建设新疆、发展新疆、稳
定新疆、繁荣新疆为己任。“我
们3人将努力发挥援疆纽带作
用，积极促进兵团与中山市的
交流、合作，利用各种机会招
商引资，争当兵团经济发展的
建设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
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合作交流
的联络者以及兵团精神和中
山精神的传播者，努力做好援
疆事业当好援疆人。”

统筹/徐小江
文/本报记者 查九星

古镇镇到工布江达
县江达乡开展对口支援
工作

捐助60万元
项目经费

●昔日沼泽地，今日瓜果园

●处处可见广东援建项目

草湖镇上的水果摊。 本报记者 赵学民 摄

市领导带队检查城区市容环境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