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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指引下 ———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学道德模范 树文明新风

桂林市开展

道德模范事迹宣传

07 陆森(第一届自治区道德模范)

——— 敬业奉献

陆森， 1996 年 12 月入伍。曾任武警广西总队桂林
市支队荔浦县中队长，上尉警衔。入伍以来，他牢记宗
旨，不辱使命，苦练精兵，成为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陆
森业务精湛、嫉恶如仇，在危急时刻也能心无所惧。一次
荔浦发生一起报复杀人、劫持人质案，危急时刻陆森带领
2 名武警狙击手现场解救人质，在 30 米距离一枪命中罪
犯头部，人质安然无恙。还有一次，一男青年手持菜刀入宅
行窃并将屋主砍伤逃跑，被陆森发觉，在追击、与歹徒搏斗
中，陆森强忍左臂被刀锋划中的疼痛，抓住歹徒将其扭送公
安机关。2008 年，一村民持刀砍伤一名妇女后，逃至屋内
持自制炸药与警方对峙拒捕，情绪极不稳定的歹徒随时有
可能引爆炸药。陆森率一个行动小组潜至房顶部，在歹徒
注意力分散之机，陆森破门而入第一个冲进去，与其他官
兵一起将歹徒拿下。

荣获奖项：第一届自治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荣立一
等功 1 次、 2002 年被评为桂林市“十大杰出青年卫
士”、共青团广西区委授予“广西青年五四奖章”、
2003 年被评为“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先进工作者”
“中国优秀青年卫士”、 2004 年、 2005 年连续被武警
总部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提名奖”、 2007 年被
选举为广西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精准实施医保扶贫，是防止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是
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的重要
环节。

今年 4 月，自治区医保局印发了
《 2020 年广西决战决胜医疗保障脱贫攻坚
工作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里面包含了多达 17 条硬核医保扶贫措施。
对这一《通知》，自治区医保局副局长赖永
东进行了解读。

问：请介绍一下《通知》出台的背景。

答：自治区医保局出台决战决胜医疗保
障脱贫攻坚工作的 17 条硬措施，是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和自治区
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部署要求，扎实抓
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围
绕医保扶贫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的重要
举措，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初心和打赢医
疗保障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问：《通知》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

工作？
答：《通知》明确了 2020 年全区各级医

保部门决战决胜医保扶贫工作的关键和重
点，紧紧围绕脱贫关键指标“基本医疗有保
障”中医保扶贫“198”硬任务和目标，并详细
列出了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其中，“198”即
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达到 100%；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未脱贫贫困人口、两年
继续扶持期内脱贫人口，按规定就医的，住院
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0%；门诊特殊
慢性病符合规定的门诊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
例达到 80%。

具体而言，《通知》是从贫困人口参
保、待遇落实、就医便捷度和防贫措施等方
面，多措并举，牢牢兜住贫困人口健康底
线，确保“常见病、慢性病看得起”“得了
大病、重病，基本生活过得去”。

问：医保扶贫，绝不让一个人掉队。那
么，《通知》中制定有哪些举措来确保精准
到人、医保待遇落实到位？

答：《通知》要求一是贫困人口应保尽
保，坚持精准到人，建立与扶贫、税务部门
数据交换比对和更新机制，确保符合参保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 参加基本医
保，做到参保缴费不漏一人。

二是待遇应享尽享，坚持待遇标准，
确保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到位。贫
困人口住院和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实
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90% 、 80% ，在市
域内定点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
“一单制”结算，在一张结算单上体现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基本医保二次报销、
医疗救助、兜底保障五项待遇，一次结
清，避免贫困户“跑腿垫资”问题，极大
减轻贫困人口就医负担。

三是门诊特殊慢性病卡应办尽办，通
过继续落实先享受待遇后备案制度和主动
下沉服务，确保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门诊
特殊慢性病待遇落实到人。

问：在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确保打通医保扶贫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中，《通知》有哪些创新之举？

答：一方面，《通知》针对广西山区
多、路况复杂、贫困人口就医不便问题，
要求把医保结算服务延伸到农村，为具备
网络条件的行政村卫生室配备“村医通”

设备终端，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医保
结算便捷服务。

另一方面，《通知》要求建立全区贫
困人口和边缘户就医医保结算信息监测数
据库，实行就医费用支出动态监测，为各
部门、单位采取防止返贫、致贫措施提供
辅助决策数据，此举能有效确保防止因病
返贫和因病致贫措施落实到位。

问：《通知》印发至今，相关工作取
得哪些成果？

答：截至目前，全区符合参保条件的
贫困人口已全部参保，贫困人口住院和门
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均达
到 90% 、 80% 及有关要求，贫困人口就
医均能实现市域内一站式结算，全区超过
90% 的行政村发放安装了“村医通”设
备，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医保结算便
捷服务。同时，建立了防止因病返贫机
制，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检验。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城拔寨的
紧迫感，严格对标对表，倒排工期，集中力
量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为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贡献医保力量。 (据《广西日报》）

扶贫政策解读 牢牢兜住贫困人口就医保障的底线

临桂区：

绿化树木打药除虫

营造良好城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秦梓清）近段时间，随着气温

上升，绿化树木病虫害进入了高发期。为了有效防治病虫害，
确保绿化树木不受虫害病枝影响，临桂区市政部门按照“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从 7 月起，组织绿化养护员 98
人，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城区主次干道行道树以及摆放草
花、灌木等进行打药除虫，施肥促生长工作，以确保绿化苗木
生长良好，控制病虫害的滋生和蔓延。截至目前，已完成绿化
带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打药除虫工作。

下一步，临桂区市政部门将继续按照园林精细化管护标准
要求，加大行道树及绿化植物病虫害的控防工作力度，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防治，确保绿化苗木的正常生长和城区绿化景观
效果。

□本报记者胡逢超

通讯员秦镜玻 莫艳兰 文/摄

在阳朔县福利镇龙尾村，已经脱贫的村
民邓天秀正在车间里忙碌着。从 2019 年 9
月份开始，她就在村里的就业扶贫车间工
作，不仅有稳定收入，还能随时照顾家里的
小孩。“每天的工钱 100 块，一年收入有 2
万多元。在家门口就业真好。”

“千名记者一线行”采访团记者了解到，
龙尾村是阳朔县唯一的瑶族聚居地，山高路
陡，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喊得应、走半天”，
交通极其不便。全村可耕种的地极少，贫困发
生率居高不下，村民群众生活贫困，龙尾村也
因此被评定为“十三五”贫困村。

“龙尾要脱贫，村民要小康，必须走产
业发展这条路。”龙尾村第一书记黄荣广坚
定地说。依托优良的自然资源和产业条件，
龙尾村建起了龙尾瑶泉饮料有限公司，成立
了龙尾瑶家种养专业合作社，并分别设立了

就业扶贫车间。
据介绍，龙尾瑶泉饮料有限公司就业

扶贫车间成立于 2019 年 9 月，公司共吸
纳建档立卡贫困户 5 人就业；龙尾瑶家
种养专业合作社扶贫就业车间于 2019 年
10 月成立，共吸纳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4 户 5 人就业。“在扶贫车间工作的贫困
群众，不仅每月有两三千元的稳定收入，
还能照顾到家中的生产生活，充分激发他
们脱贫的内生动力。”龙尾村党支部书记
李少平说。

曾经的龙尾村，屯与屯之间连路都不
通，脱贫致富更是奢望。近年来，借着脱
贫攻坚的春风，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各项
扶贫惠民政策支持下，龙尾村的种养产
业、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都得到了极大发
展和改善，所有自然村之间已全部实现联
网通车，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善。
“村里的产业发展，带动了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走上奔向小康的幸福之路。”李少
平说。

□本报记者刘健 文/摄

资源县瓜里乡白水村辖 25 个村民
小组，是自治区“十三五”贫困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76 户 667 人。多年
来，白水村的道路问题给村民的生产生
活带来了极大影响，加之村里没有产
业，导致整村陷入贫困。 2015 年，资
源县文新广体局选派黄胜吉到白水村担
任第一书记。到村后，黄胜吉通过多方
努力，让全村的道路实现了硬化，还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如今，白水村已脱贫
173 户 661 人，只剩 3 户 6 人还未实现
脱贫。白水村也于 2018 年实现整村脱
贫摘帽。

6 月 30 日，“千名记者一线行”
采访团记者来到白水村，只见一条条白
龙般的水泥路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间，
格外醒目。

“以前我们这里一部分是机耕路，
一部分甚至未通路，对我们生活和外出

务工影响都很大。自从黄书记来了以
后，道路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现
在大家还准备通过这条路发展产业，
结束大家只能外出打工的历史。”白
水村大沙里组贫困户于生富说。

“我到村以后立即就和村委干部
一起制定道路硬化方案，两年多来，
我先后争取道路硬化资金 510 余万
元，硬化了村屯道路近 18 公里。”
黄胜吉说，如今，白水村所有村民小
组全部实现道路硬化，村民出行得到
了根本的改变。

黄胜吉还告诉记者，过去白水村
一直没有产业，村民只能靠外出务工
赚钱。随着村里的“创业”环境越来
越好，他一直想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经过一番考察，他选择了中华肾
果这种有药用价值的水果作为特色产
业。 2017 年，他组织成立了资源县
泉发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发
展有中华肾果约 120 亩， 2020 年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84 户自主种植，
年产量接近 1 . 25 万公斤，如今市场
价格也比较稳定。

“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
没有办法再出去打工，如果没有这个
产业，我很可能就会返贫。现在我一
个人就种植了十几亩中华肾果，今年
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成。”贫困户王
本清告诉记者，如今，村子里也有年
轻人陆续回家搞种植，外出打工也不
再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阳朔龙尾村：扶贫车间实现“家门口”就业

资源县白水村驻村第一书记黄胜吉：

修通大道搞产业，外出打工不再是唯一选择

▲黄胜吉（左）和技术人员一起观察
中华肾果的长势。

▲贫困户在龙尾瑶泉饮料有限公司就业扶贫车间工作。

我市大力推进标准化
示范试点项目建设

■榕城短波

本报讯 为进一步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日前，市妇女儿童
医院与恭城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联合组织两家医院的党员干
部，来到廉政教育基地——— 周渭祠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在
活动中，大家仔细观看和品读中国廉政发展史长廊、廉政文化
教育展览里的各类廉政文化史料，细品读、悟寓意，互交流、
谈感受，学习周渭廉政爱民、不徇私情、执法如山的高尚品德
和情操。市妇女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秦初明表示，迎三甲复审是
医院当前的重点工作，全体党员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发
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奋斗，争取以优异成绩助力医
院通过三甲复审。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何永芳）

市妇儿医院党员赴恭城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上接第一版）不断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桂林升辉旅游景
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管理和服务不断创新，先后荣获自治
区级和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称号及第四届市长质量奖、第四届主
席质量奖提名奖。目前，该公司正在准备国家级试点项目验
收。阳朔县通过国家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建设，使标准综合体
覆盖农业生产、农业观光、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多方面。

目前，我市获批立项的国家级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 11
个，自治区级 37 个，市级 56 个。全市通过验收的国家级示
范试点项目 7 个，自治区级示范试点项目 21 个，市级试点项
目 36 个。

荔浦市首个镇级

党群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周俊远）近日，荔浦市首个镇

级党群服务中心在荔城镇挂牌成立。
近年来，荔浦市荔城镇在“七彩党建”统领下，围绕打造

“开放式、集约型、共享性、先锋色”综合服务平台的目标，
充分整合政务办公大厅面积 200 多平米，统筹规划党务、政
务办公区域，设立了党群业务受理、一站式服务窗口、便民服
务处、党建工作展示区、先锋联盟工作站等区域，突出便民服
务、党群活动、办公议事、教育培训、政策解读、旅游咨询、
法律服务、宣传展示等八大功能定位，打造党建引领、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党群服务平台。

荔浦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荔浦市首个党群服务中心的成
立，将有效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拓展党建服务载体，提升
整体服务水平，实现“零距离”服务党员、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下一步，荔城镇将加强党群服务中心日常管理，发
挥好政治引领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
服务群众，做细做实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全面筑牢党的基层阵地。

推动农村党支部建设全方面过硬
（上接第一版）近年来，全市实现跨越式整
顿的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80 余个。同时，开展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评级定等，按照“十有一超
一规范”标准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评定分为
A、B、C、D、E 五个档次，并根据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的“优质率”和“达标率”对县（市、
区）和乡镇建设工作整体水平进行综合评定。
全市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面积达 300 ㎡以上
的 1341 个，占比 75％，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阵地建设和政治功能全面提档升级。

不仅如此，我市依托桂林优势、突出桂
林特色，打造“长征精神党建先锋带、漓江
生态党建引领带、历史文化党建传承带”三
大党建示范带和“优质党建示范区、民族党

建团结区、产业党建振兴区、美丽党建和
谐区”四大党建功能区，实现分类有典
型、创建有方向。

锻造坚强班子 队伍素质

全面提升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战
斗堡垒。

农村党员干部是带领发展的“领头
雁”。在推动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中，我市全面选优配好训强基层党建队
伍，促进党员干部素质全面提升。通过采
取即时、后备、挂派等方式，推动村级党

组织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集体经济组
织负责人“一肩挑”，加强村级党组织对
各类组织的领导，并实行村级党组织书记
上划县（市、区）备案管理制度，围绕基
础档案、调整任免、教育培训、激励保障
和考核监督等五个方面，标准化建立“一
人一档”，提升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近年来，我们全面推行村级组织委
员‘职业化’建设，提升村级党建工作水
平。”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市已在所有建制村（含农村社区）党组
织中通过统一培训、考试、聘用的方式，
定额选聘村级党组织组织委员 1505 名，

专职协助村党组织书记抓好农村基层党建
工作。

为确保农村党组织人才有“源头活
水”，我市按照不低于在职村干部职数
1 ： 1 的比例，储备村级后备人才 15083
名，逐人落实培养锻炼、管理考核、激励
使用措施，抓实后备人才储备。建立市、
县、乡、村四级农村党员教育培训院校
库、师资库、教材库和实训基地库等“四
库”，在兴安县、灌阳县试点建立县级农
村党员培训学院，推进农村党员大培训和
村“两委”干部培训。据统计，今年以
来，我市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新模式，举办
带头人队伍培训班 223 期，培训 9300 余人
次。同时，推荐 26 名村党组织书记参加大
专班入学考试，推荐 160 名村干部参加中
专班教育，全市农村党组织干部队伍素质
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