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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未来 5 天雨水
“当家”
出门记得带把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昨
日，浔阳晚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未
来 5 天，我市将继续迎来阴雨天气。根
据目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受高空低槽
和中低层切变线影响，今晚到明天阴有
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
水 等 强 对 流 天 气 。 过 程 雨 量 20～
30mm，局 部 50mm。 16～19 日 为 阴 雨
天气，20～23 日多云到晴。具体预报
如下：15 日阴有中雨、局部暴雨；16 日
阴有阵雨，局部中雨；17～18 日阴天多
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 日阴有小雨，局
部中到大雨；
20～23 日多云到晴。
气象部门建议，注意防范局部强雷
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
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加强防
范连续阴雨天气诱发的地质灾害以及
多雨对油菜收割的不利影响。

我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获中央4980万元财政支持
本报讯（庞艳娟 浔阳晚报记者 黄
梦 如）日 前 ，省 财 政 厅 下 达 各 设 区 市
2019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计 划 ，我 市 获 得 中 央
4980 万元财政支持。其中修水县 1200
万元、武宁县 500 万元、永修县 600 万
元、德安县 500 万元、瑞昌市 250 万元、
庐山市 1500 万元、柴桑区 400 万元、经
开区 30 万元。
安全可靠的饮用水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是项重大民生工
程。该工程的实施有利于实现乡村振
兴，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我市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在总结以往经验的
基础上，今年提前谋划、及早部署，要求
各地积极做好项目策划、土地流转等前
期准备工作，确保资金下达后项目能快
速启动实施。后期，财政部门将强化资
金监督。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将扩大到25种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联合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
家医保局日前就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做出新部署，提出将救治病
种扩大到 25 种。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
2019 年农
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的 25 个病种
包括：
儿童先心病、
儿童白血病、
胃癌、
食
道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肺
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急性心肌梗
死、
白内障、
尘肺、
神经母细胞瘤、
儿童淋
巴瘤、
骨肉瘤、
血友病、
地中海贫血、
唇腭
裂、尿道下裂、耐多药结核病、脑卒中、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
其中，
后四种为今年新增病种。
新部署要求，对 2019 年新增病种
和新发病患者，各省要尽快摸清底数，
实行建档管理，发现一例，建档一例，治
愈一例，销号一例。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开展两年
来，
救治病种从开始的9个逐步增加至25
个，
取得了积极成效，
减轻了农村贫困人
口的医疗负担，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悉，为持续深入推进农村贫困人
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2019 年还将着
力提升专项救治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
水平，进一步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进
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有条件
的地方要实行省域内“先诊疗、后付费”
等举措。

江西出台新的高速公路网规划

九江多条高速公路
“入网”
根据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和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省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和调整全
省高速公路网远景格局，近期，我省正式出台《江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18-2035 年）》
（下称
《规划修编》
）。新的《规划修编》将在原有路网基础上新增规划路线 18 条约 1994 公里；另有远期展
望线都昌至南昌高速公路约 100 公里、
九江至宿松高速公路（江西段）约 8 公里。
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

新增规划高速公路网路线 涉及九江境内 3 条
2013 年 11 月，省发展改革委与省交
通运输厅联合发布了《江西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2013-2030 年）》
（下称《规划》），
规划全省高速公路网规模为 6279 公里，
布局形成“4 纵 6 横 8 射”加 17 条联络线
网络。
《规划》实施以来，全省高速公路建
设发展提速，2017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接近 6000 公里，
“4 纵 6 横 8 射”
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
《规划》目标即将
提前完成。
按照《规划修编》新增路线方案，未
来我省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约 8273 公
里 ，路 网 面 积 密 度 为 4.96 公里/百平方

公里。
本次《规划修编》共新增规划路线
18 条约 1994 公里，其中，将以完善和增
强我省综合运输通道，增强京九通道，优
化区域路网布局为 3 大目标，分别新增 6
条线路。
在完善和增强我省综合运输通道的
6 条线路中，涉及九江境内线路 2 条，分
别为完善阜鹰汕通道，新增彭泽（赣皖
界）至鄱阳至余干至东乡高速公路，路线
长约 200 公里，投资规模 190 亿元；增强
京九通道，新增阳新（赣鄂界）至武宁至
靖安至奉新至高安至樟树至新干至永丰

至兴国高速公路，路线长约 393 公里，投
资规模 394 亿元。
此前，江西规划了 29 个省际高速公
路出口，基本构建起完善的省际通道。
为增加省际出口，江西将新增 6 条高速
公路。其中，涉及九江境内线路 1 条，为
新增武宁至通山（赣鄂界）高速公路，路
线长约 23 公里，投资规模 22 亿元。6 条
高速公路全部建成后，江西省际高速公
路省际出口将增至 39 个。
《规划修编》还提出远期展望线都昌
至南昌高速公路约 100 公里、九江至宿
松高速公路（江西段）约 8 公里。

九江绕城高速列入高速公路路网联络线
按照上述新增路线方案，我省将形
成“10 纵 10 横 21 联”多中心放射网格状
高速公路路网格局。在此之中，根据主
要控制点分布情况，经过我市境内北南
纵线 5 条，东西横线 2 条，联络线 3 条。
具体情况如下：
北南纵线
三纵 彭泽（赣皖界）至抚州高速公
路。全长约 251 公里，涉及我市主要控
制点：
彭泽。
四纵 福州至银川国家高速公路江

西段。全长约 350 公里，涉及我市主要
控制点：
永修、
德安、九江。
七纵 阳新（赣鄂界）至大余高速公
路。全长约 577 公里，涉及我市主要控
制点：瑞昌、
武宁。
八纵 大庆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江
西段。全长约 606 公里，涉及我市主要
控制点：
武宁、
修水。
九纵 通城（赣鄂界）至大余（赣粤
界）高速公路。全长约 503 公里，涉及我
市主要控制点：
修水。

东西横线
一横 彭泽（赣皖界）至瑞昌（赣鄂
界）高速公路。全长约 158 公里，涉及我
市主要控制点：彭泽、湖口、
九江、瑞昌。
二横 婺源（赣皖界）至武宁（赣鄂
界）高速公路。全长约 401 公里，涉及我
市主要控制点：都昌、德安、
永修、武宁。
联络线 九江绕城高速公路，全长
约 47 公里；都昌至湖口高速公路，全长
约 26 公里；修水至平江（赣湘界）高速公
路，全长约 80 公里。

市民出行请注意

多趟公交线路有调整 部分站点临时取消
本报讯(杨成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昨
日，浔阳晚报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因
管道工程施工，公交 5 路、9 路、51 路公交多
个站点临时取消。
据了解，今年 5 月 12 日至 9 月 4 日（遇雨
顺延），为保障城市供水，经市政府批准，由
九江市水务有限公司铺设三水厂第二根原
水管道工程施工需对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

制。为确保项目施工顺利进行、保障交通安
况，经市政府批准，决定将长虹大道原水泥
全，在施工期间，对滨江路从河东水厂至啤
混凝土路面提升改造成沥青路面。施工单
酒厂 2.1 公里路段北侧半幅路面围挡封闭， 位将于今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2 日（遇雨顺延）
南侧半幅路面通车。为此，公交公司将临时
对长虹北路至南湖支路（金凤路）封闭主道
取消往市区方向的“油化厂”站、
“柘电公司” 全长 900 米（不含路口）进行施工。封路期
站、
“锁江楼”站、
“浔阳楼”
站。
间，公交公司将临时取消长虹北路往返的
此外，为提升九江市城市形象和中心城 “长虹立交桥”站。
区城市道路整体品质，改善中心城区路网状
两条道路施工完毕后，
将恢复原线路营运。

扶贫工作队：

乐做贫困户脱贫好帮手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把贫困
户当亲人，把为民解困当乐事。这是永修县
八角岭垦殖场八一村扶贫工作队开展扶贫
工作时一直坚持的原则，这支由县园林绿化
路灯管理所派出 9 名干部组成的队伍，在驻
村期间，一边精准施策，为贫困户解难事、办
好事，一边扶持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用
心、用情、用力，做贫困户全面脱贫路上的好
帮手。
前段时间恰逢连续降雨，永修县八角岭
垦殖场八一村贫困户郭克强家老旧的屋顶
四处渗漏，一家人过了好几天屋外大雨、屋
内小雨的生活。由于郭克强本人身患疾病，
一年花了几万元医疗费，没钱修房子成了眼
前的大难题。
郭克强的难题很快便传到了驻村第一
书记宁初文那里，他立马带着驻村干部来到
郭克强家，现场查看房屋渗漏情况，针对性
采取补救措施。经过了解、核算后，宁初文
决定给郭克强家做一个坡屋顶，从根本上解

决屋顶渗漏问题。
借助单位的人脉和资源优势，驻村干部
积极展开对接，及时收到了江苏一家爱心
企业 1 万元的捐赠，用于支持郭克强维修
房屋。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老郭家
破旧的屋顶换成了坚固的树脂瓦，既遮风
雨又宜居。
八角岭垦殖场八一村紧邻 316 国道，虽
交通便利，但过去一直缺乏产业，村里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多半都以务农为生，收入微
薄，而无劳动能力的便只能靠着低保和救助
艰难度日。
据宁初文介绍，八一村土地资源好，可
以发展种植业，选择走种植业方向，正是来
源于驻村干部多年从事园林工作的丰富经
验。该村贫困户方来富过去还是无业游
民，2018 年，八一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他争取
到 5 万元创业无息担保贷款，指导方来富发
展劳动强度小、收益好的花卉种植，并为他
稳定市场销路，让他能够放心大胆地干。如

今，方来富不仅脱了贫，还成立了花卉种植
合作社，吸纳了周边 5 户贫困户加入，看着
大棚里盆盆鲜艳的花儿，方来富找到了致富
新路。
此外，在八一村扶贫工作队的招引下，
2018 年，由南昌市政园林公司投资建设的
园林育苗中心正式落户该村，目前，一期
350 亩育苗工程已陆续开始栽种苗木，整个
中心建成后，将每年为八一村增加集体经济
2 万元以上。
解生活难事，走产业之路，在八一村扶
贫工作队的帮扶下，目前，该村 21 户 66 名贫
困户已脱贫 20 户、60 人，仅剩的一户也将在
今年顺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