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德源 1970 年入伍，是我们
连队文书，“老三届”高中毕业，文
笔好擅长创作，经常借调到团文工
队，诸如“山东快书”之类作品多出
自他手，是连队有口皆碑的“才
子”，战友们经常叫他“张秀才”。

1979年3月退伍前，我和他在
照相馆照了一张黑白照片，时隔
42 年，今年我们在南昌合照了一
张彩照(左一张德源，右一本人)。

我是1974年入伍，1975年下半
年，调到连部当通讯员，在和他相处
的半年时间里，他经常挑灯夜战写
材料，到凌晨2、3点钟是常态，他这
种拼劲令我感动，至今历历在目。
张德源脑子非常灵活，博览群书能
吃苦，为人正派敢于坚持原则。

他退伍分配到黄岗山综合垦殖
总场，先后在文教卫办公室、宣传
部、黄岗山建筑公司任职，1990年3
月到江西省农垦局工作，分配在计
财处，2004年提为副处长，2009年退
休。我在连部当了半年通讯员，
1976年当副班长而离开了他，但我
们之间的战友情非常浓烈。

1984年夏天，我利用暑假在南
昌陆军学校读书的机会，从早上8
点，坐上南昌至黄岗山长途汽车，

经过一路颠簸，下午2点左右才见
到了阔别 5 年的老文书、老班长，
格外的高兴。

1998年，我转业到南昌工作，
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他
经常会给我传授工作经验。在文
学路上，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良师
益友，在工作上，他经常鼓励我，好
好为党和人民服务。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但经常
相互鼓励，来往不断。有生之年，
发挥余热，奉献社会。虽然不是亲
兄弟，但我们胜似亲兄弟！

(吴凡云黄前琴)

战友亲如兄弟

国务院 2 月 20 日发布关于《关
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的意见》。

《意见》明确了支持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主要目标，到 2025 年，
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巩固
拓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增长
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内对外
开放合作水平显著提高，红色文化
影响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到2035年，革命老区与全
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居民收
入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实
现均等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形
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美、
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兴旺、居
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新局面。

根据《意见》，将支持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纳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和经济区、城市群、都市圈相关规

划并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加强革命
老区与中心城市、城市群合作，共
同探索生态、交通、产业、园区等多
领域合作机制。支持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和海陆丰革命老区深度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赣州、
龙岩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产业合
作试验区，建设好赣州、井冈山、梅
州综合保税区和龙岩、梅州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支持吉安申请设立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三明推
动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鼓励

大别山、川陕、湘鄂渝黔等革命老
区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陕甘宁、太行、沂
蒙等革命老区重点对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浙西南革
命老区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琼崖革命老区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鼓
励左右江革命老区开展全方位开
放合作，引导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与
湘赣边区域协同发展。支持革命
老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

开放合作增强振兴发展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研究制
定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红色旅游等重点领域实
施方案，结合具体实际实化细化相
关配套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建立
健全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的“1+N+X”政策体系，支持革
命老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中开好局、起好步。（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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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牛年春节过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安义县委书记彭开先
一行来到该县人大常委会走访慰
问，调研县人大预算审查联网监督
系统运行情况等工作。安义县人大

常委会分管领导汇报了预算审查联
网监督系统建设情况，并对联网监
督系统各项功能进行了现场演示。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省、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推进地方人大预算联

网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精
神和省、市人大常委会的部署，该县
人大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平台在县委
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于2020年12月28日正式上线运行，
实现省人大、市人大、县人大三级联
网，提前完成了项目建设工作。

目前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已完
成验收和上线运行，基本具备了预
决算大数据查询；预算审查；预算
执行联网监督预警；预算审查监督
政策知识库四大功能。

联网中心的数据目前已收集
了该县财政局、县发改委、县税务
局、县审计局、县人社局、县医保局
和县自然资源局 7 个部门近五年
来的数据，今后将根据需要扩大数
据的收集范围，以便为监督工作提
供更加全面、更加精确的数据分
析。 （熊小华）

安义县委书记彭开先到县人大调研

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春节试营业期间，单日游客总量最
高突破 12 万，西湖区城管执法大
队带班领导每日带领值班队员坚
守岗位，原地就餐、寸步不离。任

务期间共出动 1100 人余次，共整
治出店经营、流动摊点、乱吊乱挂、
乱堆乱放 4000 余次，为游客提供
服务 20 余起，保障了市容环境整
洁、道路通行顺畅。 （章澄清壹）

整治流动摊点 美化市容环境

为给居民群众营造好干净舒
适的休闲环境，南昌市绳金塔街道
综合执法队联合市城管支队直属
一大队，春节期间开展了一系列整
治活动，每天出动队员清理流动商

摊，纠正不文明行为。对老福山街
心花园有的放矢，抓好环境卫生的
同时，对入口的非机动车进行劝
离，保障花园的环境卫生和出入顺
畅。 （李刚）

联合行动抓整治 多措并举优环境

春节期间，南昌市高新区交通
办干部职工坚守在工作一线，坚决
做到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工作两
不误。截止大年初七，执法人员共
查处非法营运经营行为 5起，纠正

出租车、网约巡游车不规范经营行
为 3起，并对瑶湖西周边违规停放
车进行了驱赶驶离，保障了人民群
众健康安全、平稳有序出行。

（赵文华王鹏记者刘念泽）

查处非法营运 保障出行安全

《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出台

到2025年革命老区居民增收幅度超全国平均水平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
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
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
遁。”这首《西江月·井冈山》作于
1928年 9月，是毛泽东许多以革命
战争为题材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
词。这首词描写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军民第二次反“会剿”战斗的
关键一仗——黄洋界保卫战，热情
歌颂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五百里井冈，一条崎岖小路徐

徐伸展。在黄洋界下的神山村里，
远处青山如黛；近处，主干道两旁的
树上，村民家的房前屋后，早早挂好
了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在神山村地
势较高处的一角，今年53岁的彭夏
英正月里也忙个不停，很多客人慕
名来这里品尝地道的井冈山口味。

彭夏英是神山村的一户脱贫
户。这些年，借着精准扶贫的春
风，她家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
乐，随后又办起了民宿。

2017年 2月，井冈山在全国率

先脱贫。神山村，昔日最偏远的贫
困村之一，已变身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随着游客的增多，神山村的各
种土特产也随之走俏。

随着一系列巩固提升脱贫成
效的举措落地，神山村老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红火。神山村村支书彭
展阳告诉记者，目前全村已有 21
户发展农家乐、5 户开起了民宿，
80%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中。
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3000 元到超过
2万元。 （据新华社）

青山绿水井冈红

首次明确参保人员个人义务、
定期向社会公开医保基金情况、建
立定点医药机构与人员等信用管
理制度……2021年5月1日起，《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将
正式施行。哪些条款与你有关？
记者采访了医保专家与业内人士。

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义务

条例亮点之一是首次具体明
确参保人员的义务。

“参保人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医
保基金的安全与效益。”国家医疗
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因此条
例要求参保人持本人医疗保障凭
证就医购药，按照规定享受医疗保
障待遇。

如果个人以骗取医保基金为
目的，采取将本人的医保凭证交由
他人冒名使用、重复享受医疗保障
待遇、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专
卖药品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将

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 3 至 12
个月，并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5 倍
以下的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明确应当
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人员等信用管
理制度，并将日常监督检查结果、
行政处罚结果等情况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平台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实施惩戒。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黄奕祥表示，要求个人守信，实际
上就是从法律角度要求全社会共
同参与。

多方联手让监管“长牙齿”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明确将构
建系统的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体制
机制。

就监督管理体制来说，条例明
确将构建行政监管、新闻媒体舆论
监督、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
的监督体制；就监督管理机制来

说，条例将建立医疗保障、卫生健
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
审计、公安等部门共同发力的联合
监管机制；在医疗保障系统内建立
以行政监管为主、协议管理协同的
监管机制。

此外，在强化监管措施方面，条
例还规定大数据智能监控、专项检
查、联合检查、信用管理等监管形式。

这意味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将为医保基金扎牢监管“笼子”，并
让监管“长牙齿”，直逼“痛处”，落
到实处，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

“刀刃”上。
“条例的亮点与进步是让执法

有了实实在在的落地保障。”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姚
宇认为，条例将进一步促进行业规
范和自我约束，有效避免过去医保
基金监管的“九龙治水”现象，实现
用“一个本子”让医保基金监管执
法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医保基金使用，这些“红线”不能碰
解读首部医保基金监管条例

市场 上 首 批 科 创 ETF 联 接
基金——工银瑞信科创 ETF 联
接基金（A 份额代码：011614，C
份额代码：011615）2 月 24 日起发
行。工银科创 ETF 联接基金将
以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90% 的
比例投资于工银科创 ETF，间接
投资于科创 50 指数，以实现对
科 创 板 整 体 走 势 的 紧 密 跟 踪 。
这意味着没有股票账户的场外
投资者也可以便利、低成本投资
科创板了，可通过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建投证

券、招商证券、天天基金、蚂蚁财
富等各大代销渠道及工银瑞信
直销渠道进行认购。

工银科创 ETF 联接基金拟任
基金经理赵栩表示，公募基金所持
有的科创板股票市值从 2019 年底
的48亿元快速大幅增加至2020年
底的759亿元，增幅达到1460%，机
构化趋势明显，说明了在板块不断
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机构投资者也
越来越认同科创板的投资价值，同
时，科创板市场有望迎来更多海外
投资者的增量资金。

场外用户可以投资科创板了！
工银瑞信等首批科创ETF联接基金24日发售

◎基金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