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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
则，云南永平县厂街乡党员干部带着
深厚感情做群众工作，了解实情察民
意，加强沟通听民声，办事公道聚民
心，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与
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厂
街乡党委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结合永平县首创的“书记院
坝协商会”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

厂街乡党员干部结合日常工作，
撸起袖子、离开凳子、撂下架子、扑下
身子、掏出心窝子，深入田间地头走访
群众，共摸排收集了乡级 10个问题诉
求，村级 198个问题诉求，小组 93个问
题诉求。针对其中急事，在了解情况
的第一时间立即采取措施，如在义路
村村级“书记院坝协商”会上，村民反
映义路村委会至金塘子水库的道路，
全部为泥土路面，近期由于极端天气
影响，导致义路村村组公路损毁严重，
多路段仍然存在塌方、冲毁现象，无法
完全恢复保障车辆正常出行，尤其近
期烟农面临大量烤烟采摘运输，给村
民带来严重不便。会后义路村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由专人负责，使用人工及
机械疏通清理，解决农户出行难问题；
同时将义路村委会至金塘子水库道路
硬化项目作为需要上级支持解决的议
题上报。

在上级党委的坚强带领下，厂街
乡强化使命担当，敢于破难题、闯难
关，敢于蹚路子、辟新径，响应群众呼
声，解放思想，为解决群众困难突破重
围。厂街乡岩北村上映红村民小组村

民的生产生活用水比较困难，2013年，
通过人饮安全项目解决了上映红村民
小组的生活用水，近年来水源点出水
量逐渐减少，已完全满足不了群众的
生产生活用水，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
社会的发展。该议题在乡级院坝协商
会提出后，乡政府和岩北村委会通过
实地查找水源，发现上映红小组东侧、
岩北河上游的独树子沟及迤环湾子有
可供利用的水源，水源水质达标、水量
能够满足上映红村民小组的生产生活
用水。针对岩北村计划实施上映红小
组人畜饮水建设项目的议题，厂街乡
党委政府及时将该请求上报县级有关
部门，目前已争取到项目建设资金 30
万元，项目已计划开工。

厂街乡党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为民以真情，抚民以大爱，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把干事创业的成
就感体现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坚决
破除一亩三分地的封闭观念，树立海
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理念，敢听群众批
评、真听群众意见，使厂街成为融商汇

智、撷英汇萃之地。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是党总支、村民委员会工作的核
心任务，为了切实解决村集体经济“空
壳”的突出问题，杨柳树村党总支在村
级“书记院坝协商会”上问政于民，商
讨杨柳树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路。免粮
库小组群众代表肖明德的建议得到了
大家的认同，他说：“我家前年种了
600 多株东魁杨梅，今年效益不错，我
们村的公山地势海拔也适宜种植，大
家可以考虑下利用公山的优势发展杨
梅种植，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会后，
杨柳树村党总支到肖明德的杨梅基地
进行了考察，在对公山的气候环境、海
拔地势等进行了一系列论证后，将
2021年底前在杨柳树村现有的集体经
济林内种植东魁杨梅 50 亩的项目提
上了乡级议题。

了解到群众所盼，相当于选准了
抓落实的切入点，扭住了抓落实的着
力点，把握了抓落实的落脚点，再与群
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凝聚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力，形成一马当

前、万马奔腾的磅礴局面。解决苏青
公路延长线道路畅通问题一直是七昌
群众的最大盼事。2015年该路因降雨
较多，大保高速公路涵洞的雨水直接
排向苏青公路延长线将公路冲垮，群
众到县城只能绕行到七昌村委会、岔
路村委会，比从苏青公路多走 17公里
左右，多出半小时以上的路程，严重影
响当地群众出行。在收集到该议题
后，厂街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次派
人到现场查看，并初步确定以防火通
道的形式从坍塌口上方新开挖 300多
米道路，将中断道路两侧连通并进行
路面优化。经研究该路段的修缮存在
四大难题：协调大保高速公路管理段
难度大、协调乡镇和部门压力较大、农
户协调难度较大、资金比较缺乏。厂
街乡党委政府积极与博南镇、县林草
局、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联系协商，并
与博南镇做好塌方路段修复涉及农户
的沟通协商，多渠道争取资金，尽快启
动坍塌路段公路修复工作，以便群众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农户自筹 5
万元资金已到位，经多次协商有 2 户
农户同意公路经过自家荒山。

厂街乡党委政府严格按“3个阶段
8个环节”组织“书记院坝协商会”，突
出“三个坚持”、注重“三个融合”、用好

“三种方式”、落实“三项举措”；坚持困
难在一线解决，矛盾在一线化解，感情
在一线联络，能力在一线培养，作风在
一线磨炼，工作在一线推进，政策在一
线宣传，件件实事的办理厚植了民心、
凝聚了力量、坚守了民生情怀，让发展
实绩更有“温度”，惠民答卷更有厚度。

（李重润）

近年来，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
司依托本地突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始终把
发展绿色茶产业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围绕绿色经济
发展思路，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切
实解决农户种植、销售难题，也减少农户
运输和各种损耗成本，为地方经济发展
做出有力贡献。

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种植、精深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及茶叶
基地在云南玉溪市新平县平掌乡哀牢山
茶马古道生态区，距新平县城150公里，
平均海拔高于18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
15.6度，具有明显的寒温、暖温、亚热带立
体气候特征，其气候特征在当地有“十里
不同天”的说法。茶区森林茂密，云雾缭
绕，水源充足，茶叶生长有得天独厚的环
境优势。

目前，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司
自有茶叶基地2600亩，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模式，带动当地2023户农户种植茶

叶17300亩。公司茶叶年产量最多可达
300多吨，目前包含普洱茶、红茶、绿茶三
大品类共有产品23个，且23个产品都已
取得绿色食品证书。公司“平掌玉碗”牌
哀牢山古乔木普洱茶、七子饼普洱茶、古
道滇红茶及古道毫尖绿茶深受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产品除了在当地享有良好市
场口碑，还通过线上、线下等销售方式远
销北京、上海、广东、新疆、湖南、河南等
地。

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明仙说：“新平县种茶历史悠久，哀牢
山茶马古道生态区得天独厚的气候造就
了茶叶生长的最佳环境，公司茶叶基地
已于2018年开始有机管理，茶叶不打农
药，施有机肥，生产出来的茶具有纯天
然、无污染的特点。我们也要求和我们
签订合同的农户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管理
茶园，并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收购茶叶的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检测机
器，不满足要求的茶叶不收。坚持做绿
色、生态茶叶是公司 20多年不变的初

心。”据悉，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司
获得有机转换证书已有2年多。

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德贵说：“春茶上市的时候，新平县平
掌乡的每个小组、各家各户、田间地头我
都会去收购茶叶的鲜叶，这样既节省了
茶农的运输成本，又减少了茶叶的损耗，
更为茶农解决了销售问题。茶叶经过我
们深加工以后，再往外销。茶叶生长的
自然环境好，茶叶品质好，味道就好。茶
好了，消费者也就喜欢了，销路就多了。”

李明仙说：“公司未来不仅要坚持绿
色发展，更要做强‘平掌玉碗’品牌，做大
茶产业，让新平好茶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

据悉，新平县茶叶种植区域分布在
平掌、建兴、者竜、水塘等7个乡镇，涉及
种植茶叶农户6395户，是玉溪市最大的
茶叶生产县。新平茶马古道茶业有限公
司坚持绿色发展，切实解决茶农种植、销
售难题，为茶农增收致富提供实际帮助，
为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张云芳）

在前往云南玉溪市元江县甘庄工业园区的路上，碧蓝如洗的
晴空下，是一片片连绵不断的青山绿树。来到“氼康茶醋”厂区，
厂房外的绿化带里各种颜色的太阳花争相盛开，绽放着如云霞般
绚烂的色彩。

近来年，在元江甘庄工业园区迎来送往的人里，有很多慕名
而来的客人只为一睹普洱茶醋的酿造工艺，也为喝上一口酸甜清
凉、解渴解腻的普洱茶醋。说起普洱茶醋，就不得不说云南康福
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康福茶业公司”）董事长李利平
——开启普洱茶酵饮新时代的第一人。

邂逅 推陈出新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利平在西双版纳布朗山一户布

朗族人家邂逅了用普洱茶自酿的醋饮，并了解到普洱茶醋在布朗
族人的生活中存续已久，在布朗人古老的村寨里，有无数己过耄
耋之年仍健康俊朗的老人，他们都有自酿自饮普洱茶醋的习惯。

“要让国人甚至全世界都知道，普洱茶不仅可以喝，而且还能
酿造成醋饮，把普洱茶醋这个自然、健康的饮品带出布朗山，分享
给所有人，这个想法在我第一次邂逅普洱茶醋的时候就一直萦绕
在我脑海里。”李利平说。

于是，李利平七上布朗山，最终感动布朗头人，传承了普洱茶
醋原始的酿造方法。但好事多磨，苦、涩、酸是布朗族人用原始方
法酿造的普洱茶醋的味道，如何把普洱茶醋酿造成既健康又适合
大众饮用的饮品，是亟待李利平解决的问题。于是，李利平一头

“泡”进了他的普洱茶醋坛子，开始了艰辛的研发过程，这一“泡”
就是十八年。

说起普洱茶醋推陈出新艰难的研发过程，李利平说：“普洱茶
叶原料的品质、水源的好坏、酿造茶醋的自然环境和酿造时长的
差异，都会导致普洱茶醋口感的明显差异。因此我走过很多地
方，不管是茶叶原料的选择还是水源的寻找，都不是一朝一夕可
完成的事情，更别说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了。”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经过十八年的坚持和研发，李利平和他的团队终于在布朗人
的历史积淀中挖掘整理、推陈出新，融合古法酿造技术和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创造了“氼
康普洱茶醋”这一适合大众饮用的健康普洱茶醋饮品。截至目前，“氼康普洱茶醋”已经
有佐小醋、经典款、普小醋、晒青春、美康液、酒伴侣、好搭档、清道夫和餐前暖胃系列等
10余款产品面市。

李利平介绍说，现在，普洱茶醋有了统一的概念，顾名思义，它结合了普洱茶和醋的
双重功效，其精选生态优质的普洱茶为原材料，通过传统自然酿造工艺二次发酵，将精
华自然产出。普洱茶醋发酵周期为180-360天，内含多种益生菌，营养丰富、风味独特。

“目前，公司普洱茶醋年产量可达10000吨，已销往我国25个省及部分东南亚国
家，茶醋因绿色、健康、无添加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李利平自豪地说。

2020年，李利平因爱岗敬业、深钻细研、拥有高超技艺且取得显著业绩，为元江特
色发展、建设做出贡献，被授予“元江工匠”称号。

引领 树行业标杆
据悉，云南康福茶业公司是目前我国第一家专业酿造普洱茶醋的企业，拥有一项国

家发明专利，同时是国家普洱茶饮料生产标准的制定企业，是云南省茶深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课外科研实践基地。

在云南康福茶业公司生产车间，李利平说：“每年我都会去普洱茶叶原料基地，不仅
要看茶叶的生长环境和情况，还要教茶农怎样按我们的标准去管理茶园，从源头出发才
能保证茶醋的品质。”云南康福茶业公司采取了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建立了多个普洱
茶原料基地，每一个醋坛子里面的普洱茶醋原料，都是经过李利平和团队精挑细选而来。

对于普洱茶醋行业的未来发展，李利平说：“普洱茶醋行业的发展除了要为更多的
茶农解决茶叶滞销、销路单一、价格不稳定等问题，更是要坚守行业标准，树好行业标
杆，把普洱茶醋这一健康饮品做大、做强，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普洱茶深加工领域来，
为云茶行业的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一直以来，云茶产业的深加工工程都备受各界关注。如今，普洱茶醋这一饮品标志
着普洱茶不再是人们传统观念里的普通饮品，它还“酿造”出了大健康产业中的一个标
志性健康食品。随着普洱茶醋产业的不断发展，不仅带动了云南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对
茶农脱贫致富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张云芳）

9月16日，第五届中国（昆明）国际大健康暨养生养老产业博览
会组委会举行新闻通气会，宣布博览会将于2021年11月11日-11
月14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关上）举行，同期将举办中国旅居康养
暨投融资国际合作论坛，本次博览会预计吸引近20万人入场参观。

据介绍，中国（昆明）大健康暨养生养老产业博览会已经连续成
功举办了四届，此次博览会将充分发挥云南的区位、气候、环境、资
源、文化、旅游等发展大健康产业的多重优势，以“健康养生的居家
生活、旅居康养的休闲生活、医养健康的老年生活”三大主题为中
心，以“养生、养老、旅居康养、金融”四大板块展开，旨在搭建一个国
际性的“健康生活、休闲养生、幸福养老”的大健康交流平台。

目前，组委会也面向全国进行招商招展和专业采购的邀请组织
工作，邀请发达地区的中医中药、食疗养生、医疗保健、康复理疗、适
老化设备设施及各类先进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来博览会现场，进行
展洽交流、采供对接和现场体验；组委会仍将举办一年一度的中老
年艺术大赛和敬老爱老、现场义诊等公益活动，举办线上线下由十
多个国家参与的“旅居康养暨投融资国际合作论坛”，开展16州市乡
村健康旅游目的地示范区（点）的评比、授牌和展洽活动，邀请20省
市旅居康养渠道商、代理商、投融资机构以及外国驻华使节、机构走
进云南、走进昆明、走进产业园区、走进博览会进行资源对接、项目
推介、招商引资和商务考察，同期还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药膳产业
发展大会暨药膳高峰论坛”。

（李 楠 张戈菱）

永平县厂街乡“望闻问切”四法开好“书记院坝协商会”

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明明没有必要，却让你做CT、核
磁共振检查，本来能开医保报销的
药，却让你自费去外边买……如果遇
到上述情况不要担心，云南省卫生健
康、市场监管、医疗保障、药品监督等
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超出核准诊疗科目范围开展医疗检
查、开展禁止临床使用的医疗检查和
医疗技术、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
的医疗器械、聘用非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医疗检查和医疗技术，以及违
规收取医疗检查费用等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

对专项治理行动中发现存在违
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定点医
疗机构及相关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

重点治理无依据检查、重复检
查，组织对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
患者医疗检查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
组织专家对检查必要性、规范性进行
论证。对于违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规定及有关诊疗技术规范等开展的
无依据检查、非必要重复检查等行为
进行查处，责令整改，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重点治理违反知情同意原则检
查，重点治理实施特殊检查未签署知
情同意书和未按要求进行公示公开
的情形。

“院外购药”违规转嫁费用请举

报。“院外购药”违规转嫁费用是指病
人住院期间，医院或医生让病人到医
院外或者门诊处，购买使用医保目录
内可以报销的药品或耗材，将原本医
保可以报销的药品或耗材费用转嫁
给病人自己承担，加重了病人就医经
济负担。

药品耗材超范围使用请举报。
病人住院期间，医院在未经病人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让病人自费使用超出
医保报销范围的药品耗材，或者把非
必要使用的药品耗材用于治疗患者，
产生的费用以病人名义从医保报销
或者让病人自己买单的行为。

虚传诊疗项目和药品耗材请举
报。医院将病人住院期间没有使用
过的诊疗项目和药品耗材费用上传
至医保系统进行结算，达到非法获利
目的。虚假上传的诊疗项目和药品
耗材费用计入病人住院总费用，最终
由医保和病人买单。

自 7月以来，云南省已查处不合
理检查 1569人次、不合理检验 695人
次，各级医疗机构根据自查出的不合
理医疗检查情况，对相关医务人员给
予提醒、批评教育等。

医疗保障方面的投诉经查证属
实的，依据《云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云医保〔2019〕45号），对
举报人给予 500元到 10万元不等的
奖励。

（许晓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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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疗保障、药品监督等部门

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初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