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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乐业县气候湿润，非常适宜猕猴

桃的生长，野生猕猴桃分布广泛。自

2008 年起，乐业县开始引进种植猕猴

桃，乐业猕猴桃果肉细嫩、香气浓郁、口

感清爽。 2016 年，乐业猕猴桃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乐业县把猕猴桃产业作为增加当地群

众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产业来抓，通过出

台多项惠民政策与措施，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模式，在人力

财力方面支持群众种植，县政府扶持农民

种植红心猕猴桃每亩补贴资金 2000 元。

今年，全县种植猕猴桃 2 . 1 万亩，

投产面积 1 万多亩，产量近 8000 吨，产

值近 1 . 9 亿元。

在猕猴桃产业发展中，乐业县注重示

范园建设，以示范带动来推动产业发展，

以点带面，带动群众参与到猕猴桃产业种

植中来。目前，全县 1000 亩以上的示范

园 4 个， 500 亩以上的示范园 9 个， 100

亩以上的示范园 39 个。

在产业园建设运营中，委托县农投公

司科学合理建设的同时，不断创新模式，

实行“公司+基地+贫困户”的组织模

式，设立“基础股、基础股+自筹资金入

股、基础股+管护费入股、基础股+自筹

资金+管护费入股、土地入股”五种入股

模式，优化经营主体(企业)与贫困村、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生态改善、农民增收”的良性循

环。

“乐业县将进一步合理规划布局，抓

好扶贫产业的建设，壮大猕猴桃发展规

模，同时，还将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

进并扶持猕猴桃加工和农业龙头企业，拉

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真正把猕猴桃做

成乐业县的招牌产业，群众的甜蜜产业、

幸福产业。”乐业县委书记方志高说。

本报记者邓华宁

江苏省常州市近年来以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网格化管理为手段，吸引多种社会力量推动
基层社会治理，同时加强群众道德文化建设，提
升精神文明水平。多元推进下，常州许多小区形
成了居民共建共享共治新格局，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显著提升。

党员带头群策群力攻克治理难题

记者近日在常州市多个街道社区采访了解
到，一批老党员正在成为社区治理的带头人，他
们热心公益，号召力强，带动越来越多的居民主
动服务小区事务。

“更换小区护栏，全靠石春根、程荣庭等社
区管家帮忙，现在安全了。”位于常州市红梅街
道凯旋城小区居民董凯说。不久之前，小区里的
大部分铸铁护栏还是锈迹斑斑，有的整片不翼
而飞，有的用毛竹、木板等捆扎，导致小区偷盗
事件频发。为尽快更换小区护栏，社区管家联络
物业、社区、物管四方开会决定“走公共维修基
金”。在最短时间内审核招标，进入施工，很快修
缮完毕。

“社区管家是红梅街道的一项‘发明’。2016
年开始，在每个网格选出 3 名公道正派有热情
的居民自愿担任，很多是退休党员。”红梅街道
党工委书记胡勇说，此后社区内的“疑难杂症”
得以迅速顺利解决。

同在老城的荷花池街道，社区居委会书记
肖建丽 2007 年上任，当时有几个小区收不上物
业费，无保安，环境差，居民没有认同感。肖建丽

成立了居委会、物业、业委会三合一工作室，一
家一户上门做工作，现在有九成家庭主动交物
业费，社区还雇用了十几名保安，800 多户居民
捐钱搞绿化。这两年，小区改水、加装电梯等重
大事项都顺利推进。“人心顺了，大事难事都能
商量着办了。”肖建丽说。

常州市民政局王江华处长介绍，常州市基
层社区工作，在一批老党员和服务明星的带领
下，群众参与面越来越广。法律工作室、矛盾调
解室、红色帮帮团、志愿者服务队、就业帮扶站
等各类社区服务组织不断涌现。

坚持道德文化建设提升市民素养

常州市抓基层治理重视道德文化建设，十
年前创办的“道德讲堂”扎根群众得到市民持续
欢迎和积极参与，不仅没有“昙花一现”，如今还
走向全省落地开花。

7 月底的一天下午，户外气温达到 37 摄氏
度，记者在常州“双桂坊”美食街采访时，感受到
了这里浓浓的诚信经营之风所带来的超旺人
气。在这条百十米的街上，汇聚了好几十家餐饮
企业，连续多年坚持每周举办一次“诚信餐饮道
德讲堂”，由经营者自己走上讲台，说身边故事，
讲心得体验，传诚信理念。

“道德讲堂”于 2009 年在钟楼区开始试点，
从最初的社区，发展到机关、企业、行业、社区、村
镇、学校、新市民等七大类讲堂，遍布城乡、虚实
结合的 1 万多个道德讲堂，以“身边人讲身边事，
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为主要形式，
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在“道德讲堂”等活动潜移默化影响下，常

州市涌现出一大批凡人善举：冒着严寒勇救落
水少女后悄然离开的商人林建利；丈夫遭遇车
祸昏迷，“信义妻子”虞菊伢举债结清工人工资；
打工母女林学翠、刘海娟捡到百万元钱物完璧
归赵；六年级学生谢子敏在风雨街头为遭遇车
祸的垂危老人打伞……据民政部门统计，常州
市近几年涌现出各级各类身边好人上万人。

“社区天天乐”广场舞活动是常州群众文化
建设的另一个品牌，于 2013 年正式启动，如今
已经上演了几万场，吸引了几百支广场舞队伍
长期参与。

记者在武进区寨桥社区看到，这里有个长
18 米、宽 14 米的天天乐舞台，舞台两边还有移
动显示屏，“20 多人的舞蹈、10 多人的锡剧，都
可以在这里演出，每次都有 1000 多居民来观
看。”原社区文化站站长孙英说。

5 年多来，天天乐坚持舞台“就近就便”、节
目“自编自导”、演员都是“左邻右舍”，文艺辅导
队和文化志愿者有针对性地“送文化”进社区，
“种文化”到社区。各个社区都诞生了文艺团队，
如焦溪社区的老年健身队、舜韵舞蹈队、戏曲
队，永红街道的长青艺术团、鸣鸣艺术团，寨桥
社区雅韵艺术团，溧阳北郊社区夕阳红艺术
团……

“网格+服务”推动治理现代化

多元推进社区治理，还需要现代化的载体。
常州注重发挥网格化的优势，承载多方力量形
成合力。

“录安洲社区 51 幢某室有传销窝点嫌疑。”
去年底，新北区春江镇专职网格员李丹，收到一

条来自兼职网格员的信息。李丹立即通过手
机 APP 上报总网格长，总网格长组织社区协
管员核实后，协助派出所民警成功捣毁传销
窝点。

2018 年以来，以“服务+管理”为基本定
位，以“网格+”为推进手段，一个社区基础网
格，至少配备 5 名“网格员”和数名志愿者，常
州初步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
让为民惠民的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最
后一米”。

据介绍，常州把智慧网格列为“智慧城
市行动”之一，积极运用新一代移动互联网
技术，创造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与综治中
心、合成维稳中心“三中心合一”模式，开
发与国土 GIS 地图无缝对接的云图，完成
网格员定位、轨迹查询、智能推送、智能预
警等功能。

目前，社会力量也自发充实到网格化社
会治理机制。全国“最美基层干部”许巧珍的
“7+X”工作法、社区管家制度、志愿者服务队
和巡逻队等有效管理服务方法，被网格员和
志愿者们广泛应用到全市各个社区。

在常州的街头巷尾，处处可见争做“小巷
总理”的“红马甲”。天宁区委副书记舒文说，
“社区管理正发生从‘政府要做’到‘百姓要做’、
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的转变。”

“居民小区管理有序，是居民增强获得
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常州市委书记汪泉
说，常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基
层治理的优化提升，一个充满活力又和谐有
序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强
保障。

常州多元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

“人心顺了，大事难事都能商量着办了”

有一段时间，去夏青(化名)家“加班”成了
蓝碧波的习惯。

蓝碧波是深圳龙岗中心医院龙岗社康中心
家庭医生。夏青是他的“住家病人”。每次下班他
都会特地到龙岗社区格水村的夏奶奶家“串
门”——— 要么量体温，要么测血压，有时就是简
单地看望老人。

夏青今年 87 岁。两年前，一次意外摔倒之
后，她进住进了龙岗中心医院，一直卧床治疗。蓝
碧波综合评估夏青的家庭情况和病情之后，为夏
青建立“家庭病床”。所谓的“家庭病床”，简单来说
就是“有病在家治”——— 在家里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患者不需要长期住院，但又长期卧床、行动
不便需要治疗时，可以选择在家治疗和恢复。

“相当于把病床从医院‘搬’到患者家里了。”
蓝碧波解释说，“这给慢性病患者或生活不能自
理、长年卧床需要家庭护理的患者带来了极大
便利。”

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细心的蓝碧波帮
着夏青家加装洗手间扶手、整理物品保持过道
通畅等家居环境改造。

把病床从医院“搬”到自己家里之后，夏青
发现肝肾功能检查、血脂血糖检查及床旁心电
图检查，这些原来在医院里有的检查一样没少。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家庭医生团队对夏青进行
康复指导和训练。慢慢地，在家治疗的夏青也能
下床走路了。

据介绍，在深圳，像夏青这样需要长期康

复照顾的患病老人并不少。为了方便这些患
者看病就医，从 2016 年 6 月开始，龙岗区探
索开展家庭病床服务，把便捷、优质的医疗
服务送到病人的家里。截至去年年底，龙岗
全区 120 家社康中心开设家庭病床 1184
张，巡床(上门服务)14 万余次。

人手紧缺一直是“家庭病床”服务的“卡
脖子”问题。

据介绍，一些晚期肿瘤患者，需要专业
医护人员帮忙冲洗、打点滴，中风患者需要
专业人员帮忙疏通血管，还有骨质疏松的老
人也希望能够有人提供按摩服务。以打点滴
为例，为了保障安全，医护人员必须全程守
在患者身边好几个小时，这对“家庭病床”服

务的医务人员配备提出了挑战。
为了破解这只“拦路虎”，龙岗区积极补短

板，深入开展家庭医生培训。截至去年年底，全
区 120 家社康中心成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455
个，共签约居民 83 . 15 万人。

“家庭病床”只是龙岗区努力打通医疗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缩影。

龙岗区还开展了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
体检、免费义诊等关爱老年人健康的活动。

目前，龙岗区正在积极探索“医养结合”项目，
构建“区-街道-社区-居家”四级养老服务体系，推
动社区“夕阳红”都市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努力
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为老年人守好健康大门。 (徐良玉、程思瑶)

新华社西宁 8 月 1 日电(记
者白玛央措)“希望我回北京后
能继续为青海出力，解决更多
藏区民生问题。”回想起青海
的领导和同事临行前的拥抱，
今年 49 岁的蔡强抿了抿嘴，欲
言又止。

眼前的援青干部蔡强两鬓
苍苍，头发花白。 2 0 1 6 年 7
月，蔡强和第三批援青干部一
起奔赴雪域高原，为青海特别
是促进青海藏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援青三年，蔡强
在雪域高原留下了不少温暖记
忆。

2016 年到青海担任青海省
财政厅副厅长后，让蔡强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青海湖水位上升
后的壮观景象：原本位于鸟岛
景区的停车场被湖水淹没，环
湖地带的部分沙岛已被绿草覆
盖……

“我们居然在三年之中看
到了‘沧海桑田’。”他说，
“虽然这里是经济欠发达地
区，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
了履行生态保护的职责付出了
很多，每当看到这些，总是感
触良多。”蔡强说，为此，他
专门向政府部门提交了有关生
态补偿的相关措施方案，以期
推动这项工作。

下乡调研时，蔡强是基层
群众口中的“白发干部”；日
常会议中，他是直抒己见的
“蔡大炮”。“虽然有时跟别
人的意见不同，但是只要是从
专业角度分析，我都会坚持讲
出来。”三年援青工作已经结
束，很多领导和同事还是忘不
了“蔡大炮”，忘不了他的
“烂包”。

“他的‘烂包’就是一个大宝贝，里面什么都
有。”曾有干部这样形容他从北京带来、用了多年
的公文包。一台专业计算器、与会议议题有关的所
有政策文件、背景资料、历史数据。“要发出财政
的声音，对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蔡强说。

工作时的蔡强精神抖擞，严格要求。可为何短
短三年就白了发，成了同事口中的“白眉大侠”
呢？

1 3 年前，时任财政部预算司地方处副处长
的蔡强第一次前往青海省海南、玉树和果洛调
研藏区扶持政策，这一路强烈的高原反应给他
留下深刻印象。返回西宁那一天，时任青海省
财政厅厅长张光荣送给他一张青海省地图，标
出了他们这一路所到之处，并提笔留下一句话：
“行千里路，察万民情。”这成为蔡强援青的强
大动力。

这次援青，蔡强忍着高原反应带来的失眠问
题，硬是一年没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就半夜在屋
子里溜达，看看书，总之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最后
得了突发性耳聋，从此就安眠药不离身了。”蔡强
说，与高原反应和继发性疾病“作斗争”是大部分
援青干部的真实生活写照。

3 年来，和蔡强一样， 304 名来自 32 个中央国
家机关和单位、 6 个省市和 18 家中央企业的援青干
部人才舍小家顾大家，带着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
的温暖，在青海大地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对口援青工
作的动人篇章。

今年 7 月 29 日，第四批 301 名援青干部人才陆
续抵达青海省西宁市，他们将踏着前人的足迹，跨
越高原的山水，将祖国的温暖送抵高原的角角落
落。

自 2 0 1 0 年党中央做出对口支援四省藏区的
决定后， 32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 6 个省市和 18
家中央企业全方位深化对口援青，援青资金总量
突破 110 亿元，累计落实援青项目 2100 多个。
援青干部与地方干部团结一心，发挥了“雪中送
炭”的效用，有力促进了青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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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把病床“搬”到患者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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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
电 2019 “红谷滩杯”一带一
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
8 月 7 日至 14 日在江西省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举行，国内外
12支高水平俱乐部的 U12 年
龄组梯队受邀参赛。

组委会在 30 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此次赛事共邀请
了包括法国里昂、比利时安特
卫普在内的 4支欧洲职业俱乐
部梯队以及山东鲁能、河北华
夏幸福等 8支国内俱乐部、足
球学校梯队。比赛赛制为 8 人
制， 12 支球队将分为两组，
进行单循环小组赛，两个小组
的第一名将争夺冠军。

红谷滩新区管委会调研员
王向阳表示，红谷滩新区近年
来大力加强体育产业建设和投
入，已成功举办中国击剑大师
赛等国家级赛事。本次邀请赛

旨在打造国内最高水平的 U12 足球比赛，为
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据了解，比赛期间，组委会还将邀请国际足
联青训讲师通过授课、公开训练、观赛点评等多
种方式，与国内青训教练、教师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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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清：

治“微腐败”

触角到基层

 7 月 24 日，福清

市巡察人员在玉屏街道金

墩社区对惠民资金落实情

况进行了解。

近年来，福建省福清

市在治理“微腐败”工作

中，将触角延伸到基层，

对群众信访举报问题多、

工程建设项目多、涉农和

惠民资金往来多、党组织

建设软弱涣散的基层单位

进行重点巡察，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让群众感

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