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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采购“抱团砍价”

人工晶状体
平均降价55.13%

本报讯（记者洪怀峰）5月24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
获悉，我省与广东、河南等省组成跨省采购联盟，开展高值
医用耗材人工晶状体类带量采购，中选结果于5月25日起
在我省落地执行，人工晶状体平均降价55.13%。这也是我
省开展的第三批跨省联盟集中采购。

白内障是常见致盲性眼病，目前有效的治疗方法便是手
术置换人工晶体。针对市场人工晶体价格虚高，质量参差不
齐，导致患者负担过重问题，今年3月，我省与广东、河南等
省，开展高值医用耗材人工晶状体类带量采购，最终中选产
品涉及21家企业，共计65个注册证，产品涵盖了临床常用的
人工晶状体主流类型，包括硬性单焦、软性单焦和多焦晶状
体等，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5.13%。其中，临床使用量最大、占
比达 78.86%的软性单焦晶状体，平均单价由 2392 元降为
1000元，最低中选价格为316元；硬性单焦中选品种平均每
个价格由327元降为184元，最低中选价格为69.5元。

早在去年 5月，省医疗保障局就参与了核酸检测试剂
的跨省联盟集中采购。去年11月，我省与广东等省组成跨
省采购联盟，积极开展冠状动脉扩张球囊集中带量采购工
作。省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今年 1月 1日
起，我省积极落实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集采“第一单”，冠脉
支架中选产品均价从1.3万元左右大幅下降至700元左右，
极大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目前，我省除了参加国家和参
与跨省联盟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以外，也在积极推进本
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后将继续大力推进药品与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为全省人民提供更多质优价廉
的医用耗材。

本报万载讯 （记者邹海斌）长长
的书廊、满满的书架、沉醉的读者……
5月22日，在万载县袁宇民间公益图书
馆里，80余万册图书整齐摆放，俨然是
书的海洋。这只是“80后”农民袁宇的
5个藏书点之一。目前，他收藏各类图
书250万册。

“我爱书，爱看书，更爱藏书。”1998
年袁宇读高二时，发现县图书馆准备
处理一批下架的书籍，便请父母出资，

将 6000 余册下架图书全部买下，从此
踏上了藏书之路。读大学时，他经常
去图书馆看书、去旧书市场淘书。

2004年，袁宇带着从九江、南昌等
地淘来的数万册图书，回到万载县康
乐街道里泉村，腾出房子办起了全县
最大的民间藏书屋，藏书量逐渐增至
40万册。

随着淘来的书越来越多，近年来，
袁宇还在十字布村、周家市村各存放
30 余万册图书，全部向当地农民免费
开放。此外，他在县城东郊租房，存放
了 70万册图书。2019年底，在县政府
支持下，袁宇在康乐街道和谐路办起

了面积达2200平方米的袁宇民间公益
图书馆，藏书80余万册。

袁宇收藏的图书涵盖文学、历史、
哲学、医学、艺术等八大类，还藏有连
环画 3万余册、古籍 1000余册、杂志创
刊号 1000 余种、地方文献 40 多万种。
袁宇的藏书屋、图书馆大门常开，阅读
免费，年借阅量约 1.2 万人次，以书睦
邻，陶冶乡风。

随着国家对文化重视程度的日益
提升，一些大型图书馆每年会根据需
要，对出版社没有的、市场上难找的地
方文献列出清单，面向民间征集。袁
宇广泛收藏全国各地的县市志、年鉴、

文献、党史资料等，目前已为上海图书
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部分高校图
书馆和 10余家省级图书馆，提供地方
文献等10余万种。

收藏的图书多了，袁宇探索以书
养书，开办了 7家网上书店，上架图书
100 余万种，年销售额达 300 万元，把
旧书流通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最近，
他在鹅峰乡东田村投资新建了一座 1
万平方米的个人图书馆，筹建地方志
资料馆、姓氏文化资料馆等，推动图书
收藏系统化、信息化、专业化。袁宇
说：“我收藏的不仅是图书，更是一份
文化自信。”

5月初，南昌市教育局出台了《南昌市
校外培训机构“大排查、大整治、大督查”
行动工作方案》，其中规定，有“提前收费、
收费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和捆绑推销不
相关内容”的，将依法依规查处，并责令立
即整改。

5 月 18 日，记者调查发现，方案出台

后，不少培训机构仍然有禁不止。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天越教育丽景路

店，该店宣传单上显示：“报一门年票单课
1800元，报一门年票双课3380元。”工作人
员称，他们是按年收费。

“8980元 80次课程，可以上一年。”在
起凤路的威尼英语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保证课程、师资优质。该门店的收费单
上，显示收费时长均超过3个月。

青白艺术新建中心店的收费单显示，少
儿中国舞课程收费3960元、美术课程收费
3750元……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按年收费。

在一书阁岭口路门店，记者正好遇到
接儿子的李女士，她告诉记者，门店一次
性收了 3年的费用，而她儿子在冬俊体育
培训机构打篮球，也是按年收费。

记者调查发现，收费时限越长，平均
到每节课的费用就越低。而培训机构就
是利用这种优惠方式，吸引家长接受“超
季度收费”。记者梳理发现，这几年南昌
出现了番茄田艺术中心等多起培训机构

“卷款跑路”事件，令众多家长蒙受损失。
南昌市此次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大

整治，公布的方案附有各县区教育部门的

监督举报电话。18 日 11 时 20 分许，记者
陆续拨打，得到的结果不一：

青云谱区教体局、新建区教体局等针
对记者反映的问题，做了认真记录，并表
示无论是方案下发前还是下发后存在的

“超季度收费”现象，都属于违规，会督促
整改；红谷滩区教育事业管理中心、南昌
经开区教育文化体育办公室等监督举报
电话无人接听；南昌高新区社发局教育中
心、湾里教科体办认为，“超季度收费”不
归他们管，应该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不
应该向他们举报。

南昌规定不得“超季度收费”，然而——

不少校外培训机构仍有禁不止
本报记者 余红举

5 月 21 日，一场集中强降雨后，浮梁
县鹅湖镇刚刚修复的东河水利工程经受
住了洪水的考验。看到两岸绿油油的庄
稼和沿岸群众有条不紊的生产生活场面，
浮梁县河长办专职副主任刘宝根悬着的
心总算落地。

去年7月8日，一场强降雨让东河再次
亮出桀骜不驯的脾气，滔滔洪水冲毁了鹅
湖镇段近 600米混凝土挡墙，数百亩稻田
被淹，岸坡多处崩塌，直接威胁堤后村庄。

东河是昌江一级支流，处于上游的鹅
湖镇段，两岸人口稠密，耕地连片。每年
洪水期间，这里总是险情频发。

“鹅湖镇段的河堤，正好处于河道急
拐弯处，属于典型的迎流顶冲河段，这也
是去年洪水冲毁挡墙的主要原因。”刘宝
根说，该河段属山区河道，雨季易发生山
洪，从而导致岸坡冲刷、河道淤积，河流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河床不断抬
高，削弱了河流的洪灾防御能力。

“一定要对东河鹅湖镇段进行流域生
态综合治理。否则，头痛医头的做法，只

会让两岸村庄和农田在洪水来临时不堪
一击。”刘宝根说。

由于河道淤积严重，浮梁县首先组织
大型机械清淤，确保行洪畅通。清淤后，
又拆除了左岸水毁的挡墙，在原址重建混
凝土挡墙护岸。

通过生态护岸、恢复湿地、建设亲水
步道和滨水绿道，东河沿河岸坡逐步转化
为集防护、景观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整个
工程虽然只花了 270万元，却让东河鹅湖
镇段摇身一变，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家门口的河，往年一到夏季就像一
匹脱缰的野马，现在通过系统治理，变得
乖巧了。”谈起如今的感受，鹅湖镇鹅湖村
村民陈良志喜不自禁。

据了解，去冬今春，浮梁县投入水利
工程修复资金近千万元，对 167处影响防
洪、饮水和灌溉供水安全的工程优先进行
了应急修复，保障了防洪和灌溉安全，满
足群众生活需求。如今的东河，不仅提高
了防洪标准，保护村庄、农田，而且重现了

“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好风光。

东河降 百姓安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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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洪灾频发的东河经过综合治理，沿河成为一道风景线。

5月24日，分宜县分
宜镇洞源村村民在百亩
苦瓜基地忙着给苦瓜苗
搭建支架网。今年，该
县大力推广“土地流转+
就近务工”模式，发展瓜
蒌、栀子花、苦瓜、果冻
橙等特色农业，让农民
就近务工，实现增收，助
推乡村振兴。

通讯员 袁建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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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效应
使防汛形势更严峻

本报讯（记者卞晔）记者5月25日从省防指获悉，5月
25日10时，信江、饶河流域各站水位均出峰回落，并退至警
戒水位以下；25日 13时，修水下游永修河段水位已退至警
戒水位以下，上述流域解除洪水蓝色预警。截至5月25日
16时，全省河道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截至5月25日16时30分，5月19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共
造成全省11个设区市75个县（市、区）78.5万人受灾，紧急避
险转移 1.1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9387 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7788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7.3千公顷，绝收面积2.6千公顷，
倒塌房屋21户43间，严重损坏房屋97户171间，直接经济损
失5.9亿元。

预计5月26日至30日，我省将迎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
此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在赣北赣中将产生叠加效应，防汛形
势更加严峻，全省698支救援队伍32765人进入备战状态。

停车闹矛盾 交警来化解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南昌经开区万科金域传奇小区侧面的榆林路几百米
长，是一条双向4车道的断头路。近一年来，随着入住的居
民增多，在该路段停车的也越来越多。

去年，公交集团为了方便居民，将213路公交车开进了
该路段，并在路段尽头设置终点站，公交车除了要在此掉
头发车外，夜间还有两辆公交车停靠，方便早班发车。

“但这条路上乱停车现象严重，导致公交车通行困难
甚至无法掉头，公交公司准备改变线路，我们靠公交出行
的居民非常着急，希望交警能把这条路管理好，方便公交
车通行。”居民刘女士说。

“我们在现场勘察时，不少开车的居民觉得交警不近
人情，明明是一条断头路，为什么不能多停一些车；而依靠
公交出行的居民则希望严格管理。”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经开交警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沈亮告诉记者，居民分为
两派，产生了矛盾。

5月上旬，为了化解矛盾，交警来到小区，召集两派居
民代表和物业公司、公交公司一起在现场商量解决办法。

在经过充分沟通后，交警出台了相应的办法，在该路
段两侧施划停车泊位，允许居民免费停车，同时加强管理，
严禁在泊位外停车；在道路尽头施划黄色网格线，严禁停
车，以便公交车掉头。“目前这些管理措施已经实施了一
周，该路段乱停车现象得到改善，公交车通行不受影响。”

5月19日，新余市仙女湖区观巢镇观巢村颐养之家的30多
名老人免费领取助听器。新余市民政部门将陆续为1100多名
有听力障碍的老人免费发放助听器。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在职党员社区报到服务群众
本报南昌讯（记者朱雪军）“感谢社区和党员志愿者，

让小区新增了健身器材。”5月 25日，南昌市蔡家坊公租房
小区居民张阿姨高兴地说。这得益于该市青云谱区三店
西社区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基层治理、服务文
明城市建设、服务人民群众。

按照“居住地在社区的到常住地社区报到，居住地不在
社区的到单位结对共建社区报到”原则，在职党员持《社区报
到证》到社区完成线下报到，社区党组织建立在职党员名册，
编入社区网格党支部，加入志愿服务微信群，由网格党支部
书记结合社区居民诉求，安排在职党员常态化开展活动。

同时，在职党员与社区党组织签订服务清单，解决居
民反映的问题后，在服务清单中“销案”；组建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确保每名在职党员按照承诺每年
完成3至4项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