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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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胡琪蓉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抚州市临川区读者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
反映，2020 年，该区多措并举加快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补齐公共卫生
服务短板，群众幸福感极大增强。

临川区强化稳就业扩就业举
措，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
群体就业工作。截至去11月底，已

发放援企稳岗补助资金 484.62 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 7743 万元、带动
就业 1817 人；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6104人。

为着力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
板，临川区第一人民医院、临川区
中医院新院区加紧装修。全区建
立城乡居民规范化健康档案 86.86
万份、建档率 93.51%。持续推进养
老服务体系，布局城乡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点276个。

改善民生 群众幸福感增强

本报记者 曹诚平

都昌县大沙镇卫生院药师冯女士
通过公开招聘考试，进入南昌市一家
医疗机构的面试，但到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开同意报考证明时，却被收取2万
元“岗位损失服务费”。“我在都昌县服务
超过5年，没有违反合同，凭什么收我2
万元？”冯女士不解地说。

不交钱不给同意报考证明

据冯女士反映，她于 2010年 10月
通过事业单位统一招聘考试，录用后
分配到都昌县大沙镇卫生院工作。
2018 年，她又参加了江西省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统一招聘考试，并进入面试。
由于面试要提供现单位和主管部门出
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她找到都昌县卫健
委签字盖章，却被拒绝。“我在大沙镇卫
生院工作已经有8年多，远远超过5年
的服务期，都昌县卫健委这是给正常的
人才流动设置障碍。”冯女士说。

冯女士告诉记者，经过多次交涉
后，都昌县卫健委决定，对想通过招聘
考试调离本县者，每人必须缴纳2万元

“岗位损失服务费”给所在医院。无奈
之下，冯女士缴纳了2万元，并签下“自

愿”缴款承诺书，才拿到都昌县卫健委
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我已经履行了
服务满 5 年的合同，既没有违约，也没
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这 2 万元‘岗位
损失服务费’，实在是缴得不明不白！”
冯女士郁闷地说。

记者从冯女士提供的现金缴款单
看到，收款户名为都昌县财政局，款项
来源为“岗位损失服务费”，金额为2万
元，缴款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记者
获悉，当年还有另外一名通过招聘考试
考到景德镇市的职工，也向都昌县卫健
委缴纳了2万元“岗位损失服务费”。

卫健委称违反了报考规定
1 月 12 日，都昌县卫健委党委委

员于立民告诉记者，冯女士参加全省
事业单位统一招聘考试时，当时的招
考公告规定，在职人员必须在报考前
取得单位、主管部门及人社部门同意
报考的证明，但冯女士是在进入面试
后，才向单位和主管部门要求出具同
意报考证明。历年来，都昌县对通过
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录用的人员，都明
文规定工作时间不得少于5年，如有违
约，须缴纳2万元违约金。冯女士虽然
符合报考年限，但她在报名前并未向
单位报告，也未取得同意报考证明，违

反了都昌县卫健委关于在职人员报考
的管理规定。

于立民向记者确认，冯女士缴纳
2 万 元“ 岗 位 损 失 服 务 费 ”一 事 属
实。当记者询问，收取这笔费用有何
法律法规依据时，于立民表示，没有法
律法规依据，这是县里的土政策。

大沙镇卫生院院长高良华告诉记
者，卫生院药房只有冯女士一个药师，
她考走后，药房就无人上班了。冯女
士缴纳的2万元“岗位损失服务费”，是
用来聘请员工替补她岗位的。

对此，冯女士反驳：“我合同约定
的服务期已满，即使卫生院缺人，也不
该由我出钱来聘请员工。”

据了解，冯女士正式调离都昌县
的时间是2019年8月。

律师称收这笔钱于法无据
都昌县卫健委向冯女士收取 2 万

元“岗位损失服务费”，是否合法合
规？江西问渠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杨表
示，这肯定不合理。第一，冯女士服务
期已满，这笔费用既无合同依据，也无
法律法规依据；第二，2万元的“岗位损
失服务费”，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第三，冯女士签订承诺书，是否出于无
奈？是否在对等情况下签订的？更何

况，冯女士签订承诺书时，还只是面试
阶段，当时并未给单位造成岗位损失。

另一名律师告诉记者，冯女士虽
然是在未取得同意报考证明前就参加
考试，但这与她是否违反工作满5年的
合同是两回事。只要冯女士没有违
约，就没有理由向她收取“岗位损失服
务费”。

本报记者 吴欣荣

1 月 16 日，南昌县蒋巷镇豫章
大桥桥头的紫阳花园小区业主反
映，随着小区入住率逐年提高，加
上附近楼盘住户越来越多，附近小
学学位已满，无法满足该地段适龄
儿童上学需求，让许多家庭头疼，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没有解决。

目前，豫章大桥桥头有豫章新
城、紫阳花园、滨江澜泊湾、美的花
湾城等楼盘建成，离这些楼盘最近
的学校是蒋巷镇高梧小学。紫阳
花园业主龚新春告诉记者，由于高
梧小学学位已满，他只能将孙女送
到 6 公里外的一所私立小学就读，
不但交通不便，每年还得交 3 万多
元学费。小区很多住户跟他一样，

将小孩送到南昌市区上学，路程比
较远。

记者从南昌县蒋巷镇人民政
府了解到，豫章新城、紫阳花园、滨
江澜泊湾、美的花湾城 4 个小区共
有 3000 多户，附近的高梧小学仅
360 个学位，不能满足所有适龄儿
童上学。对此，1月19日，南昌县人
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中长
期教育规划布局，蒋巷镇在该区域
已规划新建一所学校，待审批完成
后，预计下半年启动学校建设，尽
快解决入学问题。目前，已在高梧
村进行选址，并与南昌县教育部门
和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了沟通，因南
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在编制，
为避免与上级规划冲突，正在等县
级自然资源部门将土地调规。

近日，常州赵女士的遭遇引起
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赵女士退休
前在一家工厂上班，很多同事爱抽
烟。她时常感到胸痛，而且日益严
重。去医院检查后，她被查出长了
肺结节并且不断变大，所幸经治疗
恢复良好。对于这个情况，医生表
示，赵女士的恶性肺部结节可能导
致肺癌，而吸烟是肺部长肿瘤的主
要原因，且二手烟的危害更大。

前两年，笔者曾就南昌市公共
场所吸烟现状做过大量走访和调
查，发现不容乐观。尽管这些场所
张贴了禁烟标志，但一些烟民视若
无睹，甚至在医院的走廊、过道也
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严重影响他
人的健康。

公 共 场 所 二 手 烟 为 何 难 杜
绝？有心理学家认为，在管理不严
的前提下，个别人的行为很容易引
发“破窗效应”。如果在一处环境
内有一个人吸烟，其他人就会认可
这种行为，很快就会变成两个、三
个人吸烟，并产生“反正也不是我
一个人的责任”的错误观念。

出过国的人会发现一个奇怪
的现象，原本在过关前都能看到一
些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但一踏入境
外，大家就像换了一个人，纷纷克
制吸烟的冲动。这一方面是“破窗

效应”的另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
说明与处罚严厉的国外相比，国内
的禁烟力度远远不够，未能给“老
烟枪”们足够的警醒。

事实上，近年来，南昌市相关
部门出台过多次公共场所禁烟条
例，但至今未能实现立法，且“怎么
罚”“谁来罚”等关键问题都难以确
定。南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回
应笔者，“有意见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因为南昌市民的文明程度不够。”

问题的症结真是如此吗？我
们不妨看看，为了保护城市环境，
2017年，南昌市在一片争议中实施

“禁燃令”，明确规定春节期间全面
禁燃禁放。不到一年，南昌市就有
100 余人违反禁燃规定被拘留，越
来越多市民开始意识到“禁燃令”
的严肃性，纷纷摒弃春节燃放鞭炮
的习俗，过上了“绿色年”。

几千年的传统习俗都能改变，
几十年的生活习惯难道不能扭
转？再看看北京、上海等地区，纷
纷出台“最强禁烟令”，效果明显。
因此，笔者希望南昌市能进一步重
视公共场所禁烟这个事关百姓健康
的问题，早日拿出可操作性强、落地
有声的禁烟规定。同时加强宣传，
多曝光，多批评，快处罚，真正告别
公共场所二手烟带来的危害。

唐靓嫱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乡纪委干部和商会乡贤的
帮助，让我又一次挺过来了。”1 月
19 日，樟树市洋湖乡武林村贫困
户任木飞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反映，感谢好心人
的接力帮扶，让病重的他得到了
治疗。

68岁的任木飞早年患有肠癌，
经过治疗后已经好转，没想到 2020
下半年病情复发。得知情况后，洋
湖乡纪委书记兰柒零和帮扶干部

肖小路帮任木飞办理住院手续。
得知任木飞需要开刀，最好是到南
昌做手术，考虑到任木飞年纪大，
又是五保户，为了方便就近照顾术
后的他，肖小路给樟树市人民医院
打电话，联系上了南昌的医生来樟
树为他做手术。然而，做手术还差
5万元，兰柒零又联系洋湖乡商会，
解决了资金问题。

经过手术，任木飞的病情得
到控制。前不久，乡洋湖政府和武
林村还派专人看望任木飞，并送上
4000元慰问金。

工作3年多 却领不到工资

站在记者面前的万园根，是一个
中等身材，微胖，头发稍白的中年男
子。说起自己的遭遇，万园根长吁短
叹。“1991 年，我从部队退伍后就进了
进贤县工商局。2001 年，调入进贤县
物业中心上班，2012 年底，我又被借
调到进贤县县域经济发展办公室和
进贤县创新创业办公室工作。当时
我的工资还是由进贤县物业中心发
放。”2018 年，进贤县机构改革，进贤
县县域经济发展办公室和进贤县创
新创业办公室因属临时性机构被撤
销。2018 年 1 月，万园根由进贤县物

业中心调至进贤县商务局电子商务
办公室工作。

可万园根没想到，“到了发工资的日
子，别的同事都有，唯独我没有。”

进贤县商务局办公室主任张刚华
向记者确认，万园根确实是该局职工。
同时，记者在进贤县商务局电子商务办
公室的人员每天“去向牌”上看到万园
根的姓名牌。万园根说，他多次向有关
部门反映情况，却未得到明确回复。

为何不发 相关单位各执一词

为了工资问题，万园根憔悴不
已。他和妻子离婚后，房子也给了对

方，如今是租房居住。“家里还有父母
要赡养，说句你不相信的话，现在都是
靠借钱过日子。”说着说着，万园根眼
圈都红了。

因为万园根的工资是要由进贤
县财政局下拨发放，所以记者来到进
贤县财政局。局长刘杭介绍，万园根
没有纳入财政供养名单，所以无法给
他工资造册。

万园根为何没有纳入财政供养名
单呢？“人事关系和职工工资都已经正
式调入，但是，要县商务局给县政府打
报告，将万园根纳入财政供养名单，县
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后形成会议纪要再
转给财政局。目前，局里还没有收到

县政府的相关文件。”刘杭表示。
那县商务局是否就万园根纳入财

政供养名单一事打过报告呢？张刚华
斩钉截铁地说：“早就打了报告，但说
是目前没有财政基数，也不知道县政
府是否召开了相关会议进行研究。”

2月份解决 之前的全部补发

1 月 19 日，记者又来到进贤县政
府了解情况。办公室主任王建春介
绍，万园根的事情有历史原因。“之前，
县商务局打了报告，但是报告不规
范。后来，县商务局又重新打了报告，
政府办已经把报告转给了县财政局。”

那万园根的工资问题什么时候
能解决？进贤县商务局局长吴涛称：

“由于历史原因，局里只能采取其他
途径帮万园根解决工资问题。最快 2
月份吧，之前没有发的工资，局里也
会补发。”

进贤县商务局这名职工的遭遇让人不解

调入上班3年多未领过工资
局长回应：会采取其他途径解决

邮箱：156719915@qq.com
电话：13767969000

本报记者 邹晓华
今年52岁的万园根是进贤县商务局下属的电子商务办公室职工。3年多来，

他一直在为讨要工资而奔波。2018年，一纸调令将万园根从进贤县物业中心调入
进贤县商务局。从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调入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在外人看
来，万园根是越走越高。但是，这“风光”背后却是他道不尽的无奈。万园根在单位
上班3年多，却从来没有领过工资。

对“公共二手烟”要监管到位
陈 璋

学位不够 已规划建新学校

众人施援 帮助贫困户治病
缴了2万元才开同意报考证明

报考者称有关部门乱收费 都昌县卫健委说是自愿行为

法无规定不可为，这是依法行政
的一个基本要求。政府部门收费，一
定要有依据，并经相关部门就收费标
准等进行严格审批，才可为之。否则，
就是乱收费。都昌县卫健委有关负责
人已承认，冯女士服务期已满，也拿不
出收费的法律法规依据。但是，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都昌县卫健委还是收
取 2 万元“岗位损失服务费”，其依法
行政意识之淡薄，令人大跌眼镜。

如果冯女士违反了合同，或者主管
部门拿得出法律法规依据，那么，该收
多少是多少。反之，则请都昌县卫健
委给冯女士一个收费的理由！

请给一个收费的理由

记者手记

送岗位：有活干能赚钱

复模、打磨、抛光……1月21日9时
30分许，配锁匠朱剑在青云谱镇广州路
社区的小摊上，已经摆摊一个多小时。

“目前配了两把锁，入户开一次急
开锁，有 40 多元的收入。”朱剑为能在
家门口有个稳定的摊位感到开心。今
年 43 岁的他，腿有残疾，加上高度近
视，很难找到工作。

好学的朱剑14年前就学会了配锁，
凭这门手艺，他在路边摆摊，维持一家5
口的生计，近年来随着城市管理越来越
规范，他的小摊一度面临取缔的风险。
这让朱剑面临失业的尴尬境地。

朱剑的窘境被社区干部王萍知道
后，与镇人社所取得联系，给朱剑协调
到一个为当地镇政府当配锁和急开锁
专员的岗位。但这些业务对朱剑来说
根本“吃不饱”，于是镇人社所和辖区
干部，又通过与城市管理部门沟通，协
调到一个固定摊位，让朱剑摆摊配锁。

“我现在每月有 3000元至 4000元

的收入，老婆今年也找到了送外卖的工
作。”朱剑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青云谱镇人社所所长刘果玉告诉
记者，残疾人、4050 人员、下岗失业人
员，都是就业困难主要群体，送岗位是
给他们帮扶的主要举措。目前，全镇
已经开发公益性岗位 70 余个，安置困
难人员就业、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490人，而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条件的，都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送贷款：想创业有资金

“您好，需要什么糕点，这款手工
蛋糕不错……”1月21日10时许，在青
云谱镇博览城一家蛋糕店，老板刘志
兵正热情地接待顾客。他现在开了 3
家蛋糕店，每月毛利润有 2 万余元，还
吸纳了9名员工就业。

很难想象，2020 年的 2 月至 4 月，
刘志兵还只有一家闭门谢客的蛋糕
店。“那时因为疫情来袭，店里没有生意，
每月8000元的租金，加上员工工资，持
续亏损了3个月。”刘志兵说，这间蛋糕

店，是全家5口人的依靠，连续3个月赔
钱，家中已是入不敷出。就在刘志兵快
绝望的时候，接到了复工复产的通知。

“复工复产要购买原料、更新设
备，可是我没有钱，一时间又借不到。”
刘志兵为此急得彻夜难眠。

刘志兵的情况，被所在辖区干部
知道了，就把政府鼓励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的好政策带来了。在青云谱镇人
社所和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刘志兵获
得了30万元小额贷款。

“帮到了关键处，让我的蛋糕店没
有倒下去。”刘志兵说，正是这笔资金，
让他有了活路。刘志兵的故事，在青
云谱并非个例。到目前为止，当地政
府共发放小额创业担保贷款 400 余万
元，有效解决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
复工后资金短缺问题。

送技能：去谋生有门路

1月21日，青云谱镇益民北社区的
残疾人裘小红正在家编织串珠，手法娴
熟的她，一会就编出了一棵“发财树”。

“以前我不会这手艺，多亏了镇里
人社所和社区干部，把编串珠的技能
送上门。”裘小红说，她丈夫长年瘫痪
在床，离不了人，她外出工作不现实，
所以一家人只能靠政府的低保度日。

去年，社区联合人社部门开展了
“近爱课堂”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裘小
红学会了串珠手工制作，她还在网上搜
索相关视频自学，不到一个月，就能熟练
地制作10多种串珠工艺品，受到了亲友
的好评。她把想组成一个团队的想法告
诉社区，工作人员马上为她规划起来，让
她与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联合起来，制
作出更多的品种和花样，然后在抖音设
立一个商品橱窗进行展示和销售，帮助
她们在家就能实现创业就业。

“这棵‘发财树’已经售出了，除去
成本，还赚了30元。学会了一门手艺，
谋生也多了一条路。这样不仅可以养
活自己，还可增加家庭收入。”裘小红
拿出她的作品向记者展示，3天前还有
网友向她定购了抽纸盒、水果盘等串
珠编织品，预计能赚100多元。

南昌市青云谱镇开展丰富多样的送岗位送贷款送技能活动

“送”给困难群众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洪怀峰

通讯员 梅志刚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1月21日8时，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城南
村村民史丽华，与往日一样，来到村里的一家外贸制
衣厂上班。“感谢辖区政府和社区干部的帮扶，帮我
在厂里找到工作，每月有4000元至6000余元不等
的收入。”今年47岁的史丽华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史丽华过上的幸福日子，得益于南昌市青云谱
区青云谱镇政府及有关部门，对4050人员等就业
困难群众进行精准帮扶，通过送岗位、送贷款、送技
能等举措，让他们有活干、有钱赚，过上了好日子。
2020年青云谱镇实现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202人，
占全年任务的106%，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490人，占全年任务的100%；实现4050人员再就
业77人，占全年任务的171%。

▶史丽华正在制衣厂工作。本报记者 洪怀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