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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新军

“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
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
位。”市花木研究所党支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走在前、做表率，做好高质量发
展榜样”为使命，按照“发挥主业优势，培育党
建品牌”的工作理念，以新时代党的建设为引
领，以匠心为着力点，全力打造“党旗飞扬 匠
心花木”品牌，通过强化理论学习、优化宣传阵
地、搭建活动平台、突出主业优势、做好服务社
会，打响了党员有形象、组织有威信、主业有保
障的党建品牌，党建“活水”使花木事业发展能
力显著提升。

筑牢“匠心”基石

讲好花木故事

大家通过“圆桌”分享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心得体会、开展青年书苑、理论
大讲堂等活动，促使党员之间实现深入交流，不断

增强党员党性修养、业务能力、技术水平。
市花木研究所支部以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为载

体，创新性将学习场所从封闭式转移到开放式
“圆桌”，以“多学习多分享多交流”为举措，
以党的理论和业务技术为内容交流学习，充分调
动了党员学知识、学技术、强技能的积极性。

自 2018 年“圆桌”投入使用以来，该支部
集中开展各类学习 30 多次，党员职工参加近
300 人次，利用“圆桌”集中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讨论学习 20 余场，开展业
务知识交流 10 余次，引领党员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狠下功夫，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同时，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阵地建设同思
想建设结合起来，同主业结合起来，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将绿植、假
山、生态墙等园林元素完美融入党的阵地建设
中，使阵地建设和党建宣传工作有机结合、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专设的特色党建文化长廊“花
木故事”，集中展示花木研究所成立至今的大事
记、大工程，引领党员职工铸魂固本，担大任、
成大匠，增强支部党建品牌的文化自信。同时，
开辟“匠心示范”作品展示区，进一步激活了党
员职工的创作活力，主动打磨“匠心”园林作

品，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技艺，至今，集中展示
园林作品达到 180 多件，提升了党员职工的荣
誉感、责任感、获得感。

培育“匠心”人才 开展“三比拼”

“插花活动现场鲜花拥簇，花香四溢，大家
脸上洋溢着笑容。随着一声‘比赛开始’，大家
挑选着喜欢的花色，认真地修剪枝叶、设计造
型，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悉心修剪和巧妙组
合，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将清雅别致的作品完美展
现出来……”

这是 6 月 4 日下午市花木研究所将单位主
业工作与“周五党日+”活动结合，开展“练技
能 展风采 促品牌”三比拼活动的现场。市花
木研究所通过开展“插花、管护、盆景”园林技
能大比拼活动，最大限度释放“爱岗敬业、勇争
第一、比学赶超”的精神，提升了党建品牌的凝
聚力，激活了党员内生动力，为单位培养了高素
质的匠心人才。

通过推进“品牌＋人才”培养模式，花木工
匠基本实现年轻化、专业化。每年通过三比拼活
动“优中选优”选派了一批花木工匠到各地参加

园林技能大赛，荣获各类奖项 40 多项。承接的
郁金香培育工程也实现了从 2010 年的零产值到
每年 10 万多盆的飞跃，郁金香花展多次登上央
视新闻联播；在绿雕设计上，青年党员从北京学
习后，充分发挥他们思维活跃、创造力强等优
势，经过三年的摸索，不断积累工作经验，通过
技术攻关，终于取得突破，从第一代的绿雕制作
升级到了第三代，现在绿雕摆放已经实现了喷
雾、灯光等自动化控制，并通过水体自动控时系
统循环在绿雕中融入水体瀑布，绿雕创造逐步向
自动化接轨，达到了北京的绿雕制作水平。首创
的匠心立体绿雕《梦之辉煌》《印象桂林》《合
家欢》等屹立在市中心广场，多次被《桂林日
报》等党报党刊刊登。

突出“匠心”为民 做好社会服务

6 月 23 日上午，市花木研究所与西山公园
共同开展“扮美阳台 美化家居”活动，向市民
赠送花卉。在西山公园内，党员志愿者进行了有
序分工，他们有的负责将花木从货车上卸下来，
有的负责将花木打包成袋，有的负责维持现场秩
序。 300 多位市民依次领到了海棠、茉莉、三

角梅、玫瑰等心仪的花卉。“这种活动很有意
义，不仅让市民扮美绿化了自家的阳台，也增
强了对植物的了解，是市民参与城市绿化工作
的一种新颖方式。”市民纷纷对此次活动点
赞。

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开设“美化阳台”植
物大讲堂、“播种春天”郁金香种植大讲堂等
活动，面向市民讲解常见植物生长习性、花期
长短、养护要点等知识。自 2018 年以来，为
市民提供植物讲解服务 9 次，送出月季、吊
兰、三角花、绣球等各类植物 2 万多盆。

市花木研究所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
公开承诺，成立“花木匠心”党员志愿服务队
等方式，开展“我是党员”主题实践活动，把
主业同“周五党日+”主题实践活动具体结合
起来，切实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组织
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结合主业开展，给居民
赠送家居植物并宣传绿化美化知识、为居民消
除具有安全隐患的树枝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党员志愿者两次深入社区在
公共场所进行消毒，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在
考验中践行初心使命，诠释对党忠诚，搭起了
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 指引下 ———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机关党建先锋
JI GUAN DANG JIAN XIAN FENG

□本报记者胡逢超 通讯员苏桂

眼下正值早稻收获季节，在平乐县阳安
乡万亩绿色富硒米核心示范区，成片黄澄澄
的稻田一望无垠。在金灿灿的稻田里，一台
台收割机往来穿梭，忙着收割水稻，一派热
闹的丰收景象。

“去年我种了 5 亩田，优质稻按照保
底价 3 . 4 元/公斤收购，种植两季纯收入
1 . 75 万元左右。今年种了 15 亩田，年收入
至少可以达到 5 万元以上。”正在雇请收
割机抢收稻谷的阳安乡陶村已脱贫户陶长军
告诉“千名记者一线行”采访团记者，他通
过自己的努力，在去年脱贫了，今后还要争
取扩大发展种养业，努力发家致富。

平乐是传统农业大县，土地肥沃，阳光
充足，雨量充沛，适宜种植传统农作物。该

县阳安乡种植水稻有 800 多年的历史，
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是该县的大粮
仓。

近年来，平乐县通过突出产业培育，
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努力培育优势产业、
特色产业，通过农技支持、农技补贴、小
额信用贷款和产业奖补等方式，鼓励该县
符合种植条件的村民发展优势产业种植；
同时，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
作等多种形式对接贫困户，联动各级各部
门，落实分解责任，倡导全县涉农龙头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力求帮扶所有贫困户全
覆盖，推进脱贫攻坚进程。

2019 年，平乐县财政拨付专项资金
2000 余万元，用于发展农村农业产业。
全县优质稻种植面积达 14 万亩以上，该
县阳安乡大雅米业等 10 余个龙头企业通
过保底价收购稻谷的方式，直接帮扶贫困

户 1300 余户 6200 余人，实现年人均增
收 1400 元。

“优质水稻平均亩产 1020 斤，比之
前种的水稻产值高、质量好，价钱也卖得

好，今年我们都想多种些。”今年 70 多
岁的已脱贫户李本贵欣喜地说，黄灿灿的
稻田就是他们脱贫致富的保障。

□本报记者胡逢超 通讯员黄帅君

蒋年禄曾经是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镇椅
子村一名贫困户。自 2015 年 3 月叠彩区人
大机关党支部与蒋年禄家结对帮扶以来，通
过教育、产业等多种帮扶手段，蒋年禄一家
摘掉了“贫困帽”，斩断了“贫穷根”，日
子越过越好。

“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在县医院找到了
工作，可以自己挣钱了。这几年，我家的情
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党的好政
策，感谢叠彩区人大的帮扶。”蒋年禄感慨
地对“千名记者一线行”采访团记者说，这
在前几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椅子村是西岭镇最偏远的山村。一直以
来，延绵大山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椅
子村发展、致富的道路。几年前，蒋年禄家
只有两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搭建的老房子。
一家人仅靠种植水稻、红薯、蔬菜等收成不
高的农作物维持生计，基本是靠天吃饭，也
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家里十分贫困。

2016 年 8 月，蒋年禄的女儿考上了桂
林医学院。这本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喜事，

但蒋年禄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主要原因是家里穷，没钱送女儿上

学，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担心我还不上
钱，也不愿借钱。”蒋年禄说，自己深感
对孩子的愧疚，接连几天吃不好饭、睡不
好觉，经常半夜独自一人起床在山间小路
无助地游走，妻子也只能每天长吁短叹。

帮扶单位叠彩区人大机关党支部了解
到蒋年禄的情况后，及时送来了 12000 元
钱，并帮助她申请助学贷款和雨露计划，蒋
年禄的女儿这才顺利进入大学就读。“如果
女儿当时不能去上大学，就只能出去打工，
以后的命运也可能和我一样受穷。”蒋年禄
说，多亏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和帮扶单位的
倾心帮助，改变了他女儿的命运。

为了帮助蒋年禄发展产业，叠彩区人
大机关及时送技术上门。从 2016 年起，
蒋年禄开始学习种植百香果、沙糖桔，小
规模地养猪养鸡养鸭，经济收入一年比一
年多，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好。

2018 年新盖了一栋二层楼房， 2019
年全家收入超过 15 万元……如今，蒋年
禄一家已经远超脱贫标准，正朝着富裕生
活大步迈进。

恭城椅子村蒋年禄：产业发展摘穷帽 教育扶贫斩穷根

党建引领筑基石 花木精艺铸匠心
——— 市花木研究所以党建“活水”掀起花木事业发展新高潮

今年 5 月，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
要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民政
厅、扶贫办、医保局、中医药局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 2020 年广西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专项救治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扩大救治病
种，减轻农村贫困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助力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对这一文件，自
治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问：该《通知》的出台出于什么目的？
答：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民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从 2017 年起，联合开
展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取得
了积极成效。专项救治工作有效解决了相关
病种医疗救治需求，进一步加强各项保障制
度政策的紧密衔接，减轻农村贫困大病患者
的医疗费用负担，建立完善了农村贫困大病
患者医疗救治及保障的工作机制，为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我区制定
出台本《通知》，进一步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专项救治工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问：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有哪些？近年来
增加了哪些病种？

答： 2017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对部分
省份农村贫困大病患者医疗救治救助情况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组织专家遴选病种，在部
分省区进行了专项救治试点。根据试点情
况，经广泛征求各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
院管理者、相关专家、行业学会的意见后，
确定了 7 个病种， 2018 年扩展至 21 个病
种， 2019 年扩大至 25 个病种，今年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病
种数量扩大到 30 个病种，在 2019 年实施 25 种大病专项救治基础
上，增加膀胱癌、卵巢癌、肾癌、重性精神疾病及风湿性心脏病等
5 个病种作为专项救治病种。

问：《通知》出台后，将通过哪些措施保障救治工作落实？
答：根据国家要求，结合实际，《通知》提出了“四定两加

强”工作要求，即“定医疗机构、定诊疗方案、定单病种付费、定
联动报销比例，加强医疗质量、加强责任落实”。同时，持续落实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的政策，推进精细化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与安全，合理控
制医疗费用。结合此次新增病种要求，我区于 6 月 1 日起，全面
落实通过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中的健康扶贫模块填报 30 个病种
救治相关数据信息，各市、县（市、区）要落实具体负责人，将数
据统计报告工作常态化。

问：《通知》有哪些亮点？
答：在国家 30 个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的基础上，

广西还实行大病集中救治不分病种的政策，进一步减轻农村贫困人
口医疗费用负担。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就诊时，携带身份证、一般就
诊卡或病历本等，无需携带其他材料证明患者本人是贫困患者，建
档立卡贫困患者判定由县域内就诊医疗机构比对各市、县（市、
区）扶贫部门提供的信息即可。其中，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包括
2014 、 2015 年退出户和不在两年持续扶持期内脱贫户、未脱贫
户、两年继续扶持期内脱贫户［具体以各市、县（市、区）扶贫办
核准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为准］。

问：大病专项救治工作成效如何？
答：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救治 30 种大病病人 12 .41 万人，占

累计确诊人数的 96 . 1% 。同时，积极协助医保部门推进“一站
式”结算，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0% ，极大地减
轻了贫困人口就医负担。 （据《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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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阳安乡：

稻谷飘香收割忙 脱贫致富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伍丽
龙碑清 曾凡进）“今年金银花价格好，光
这一项就能给我带来 2 万元的收入。”近
日，资源县梅溪镇铜座村大皮山组村民刘登
群格外高兴。前两年，妻子因病花费了近 20
万元，两个孩子要抚养，刘登群生活一下跌
入了谷底。在一系列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刘

登群报销了部分医疗费用，种起金银花，
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于近日脱了贫。

铜座村地处真宝顶山脚，全村辖 31
个村民小组， 840 户 2799 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有 164 户 640 人。为了解决
村里贫困劳动力就业、增产增收等问题，
村里联合金银花种植户成立铜座村金银花

专业合作社。以“村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带动贫困户和农户大力发展
铜座花茶产业。 2017 年 9 月，合作社建
成花茶加工车间，推动金银花产业提质增
效，打造了“铜座花茶”产业品牌。如
今，合作社集种植、加工、包装和销售于
一体，大大提高了花茶产业的经济效益，

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贫困户开出
了集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于一体的脱贫致
富“良方”。

数据显示， 2019 年，在“铜座花
茶”产业的带动下，铜座村贫困户户均增
收 4000 余元，村集体经济增收近 5 万
元，全村 162 户 636 人实现脱贫摘帽。

小小金银花带来“真金白银”

资源县铜座村：162 户 636 人借“花”脱贫

扶贫政策解读

▲近日，灵川县组织开展 2020 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活动，县
疾控中心、卫生健康局、农业农村局等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在街头开
设安全生产咨询点，对群众进行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发放宣传资料，
普及公共安全、防灾减灾、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疫情
防控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记者陈静 通讯员时梦雯 唐青 摄

▲阳安乡大力发展富硒大米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记者游拥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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