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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卫计委近日发布公告，在

全省范围公开招聘

239

名全科特岗

医生，根据本人志愿，结合实际需要，

原则上按照其户籍所在地就近聘用

派驻到江西省

25

个贫困县乡镇卫生

院工作，聘期

4

年。

全科医生特设岗位应聘人员要

求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和职

业道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愿

意长期扎根农村为农村卫生事业发展

作贡献；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不包括执

业助理医师）；身体健康，能胜任临床

岗位工作。同时，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 执业范围注册为临床类别全科医

学专业或中医类别全科医学专业的医

务人员； 经过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含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认可

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 转岗培训或

者岗位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医务人员；

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2

年以上， 能够胜任全科医生岗位的医

务人员。 本省行政区划范围内乡镇卫

生院在编在岗的执业医师不列入招聘

范围。

（

据

《

南昌晚报

》）

江西省公开招聘

239 名全科特岗医生

派驻贫困县 4年

日前，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 我省将加强对网约车和顺风车

的监管，排除安全隐患，成立由相关

部门组成的网约车行业安全专项检

查组， 对本地运营的网约车平台公

司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

联合开展安全大检查， 对注册地在

本地的平台公司要进驻开展安全专

项检查工作。

我省将切实做好网约车和顺风

车平台驾驶员背景核查，并对现有网

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驾驶

员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

2018

年年

底前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

驾驶员， 基本实现网约车平台公司、

车辆和驾驶员合规化。要督促网约车

平台公司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

务平台服务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

和维护行业稳定的主体责任，强化企

业内部管理，共同担负起维护社会稳

定的责任。

（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

江西开展网约车安全治理

清理不合规车辆及司机

近日， 某视频平台中一段视频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有网友指

出视频中男子在烹饪的鱼是明令禁

止捕捞的青海湖湟鱼。

视频中， 有数条鱼在锅内被烹

煮。 有网友看出，在锅内被烹煮的是

青海湖特有保护动物湟鱼。 青海湖

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局民警在发现

这条视频后， 第一时间联合西宁市

公安局网安支队， 找到视频发布者

马某某。 经过询问，马某某承认其所

购鱼类为湟鱼， 对烹煮湟鱼这一行

为供认不讳。

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局

办公室主任覃永生告诉记者：“我们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拟

对他进行七千元的处罚。 现在案情

正在执行过程中。 ”

湟鱼，学名青海湖裸鲤，在整个

青海湖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 民

警介绍， 湟鱼早在多年前已被纳入

《青海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

录》，是明令禁止捕捞的鱼类。 覃永生

说：“我们也希望广大群众自觉地不

要去收购、捕捞、食用湟鱼，以保护我

们的资源，让我们的青海湖资源得到

永续的利用。

”（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

平台现烹煮二级保护动物湟鱼视频

上传者被罚

针对社会关注的哈尔滨南岗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的滕广江

过失致人死亡一案， 哈尔滨市人

民检察院发布通报， 通报中称纵

观全案， 滕广江在主观上没有罪

过，客观上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不

构成犯罪，依法不应予以逮捕。

通报中称， 经查，

2018

年

6

月

27

日

16

时

30

分许，滕广江在

驾驶出租车过程中， 两次超越吴

某某

(

男，殁年

32

岁

)

驾驶的摩托

车

(

滕与吴某某不相识

)

，吴认为

滕影响其正常驾驶，遂进行追赶。

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名岛海

鲜门前， 吴将车停在滕的出租车

左前方。吴下车责问滕，二人发生

口角，吴用拳击打滕的肩部。后滕

下车，二人继续争吵，被各自妻子

劝阻。 吴又两次约斗， 滕未予理

会。当吴欲骑车离开时昏倒在地，

滕帮助救助， 后吴在送往医院途

中死亡。 经法医鉴定：“吴某某符

合生前在争吵、情绪激动、过度疲

劳等情况下， 冠心病急性发作死

亡。 ”

通报指出， 根据我国刑法规

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观上

应存在过失， 客观上应有导致他

人死亡结果发生的行为。 本案中

滕广江、吴某某素不相识，双方口

角时吴未表现出病状， 依正常人

的判断， 滕广江难以预见吴某某

患有心脏病。 滕下车后， 二人虽

有争吵，但在双方妻子的劝阻下，

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肢体接触。 纵

观全案， 滕广江在主观上没有罪

过，客观上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不

构成犯罪，依法不应予以逮捕。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指令南

岗区人民检察院撤销对滕广江的

批捕决定， 南岗区人民检察院已

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撤销原批

准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同时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

官方通报

的哥与人口角致死案：

不构成犯罪撤销批捕

河北省新河县振堂公园内，矗立

着一尊庄严肃穆的将军铜像。 他一

身戎装，深邃的双眼注视前方。 曾有

诗云其“虔诚做殿军，有勇且知方”。

这就是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

人，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董振堂，

１８９５

年出生于河北新

河县一个农民家庭。 少年聪颖，

１９１７

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

１９２３

年

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 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

因战功显赫， 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

长。

１９３０

年，中原大战后被国民革命

军收编，任

２６

路军第

７３

旅旅长。

１９３１

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剿

共”。 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

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向

革命。 同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和赵博生、季

振同等率领第

２６

路军

１．７

万余官兵

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

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５

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

１３

军军长，后任红五军军团长。 他先

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

战役战斗，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

勋章。

１９３２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董振堂率部参加

长征，红

５

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

务， 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

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

赫战功，红

５

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

卫”的光荣称号。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第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第

５

军团改称第

５

军，董振堂任

军长。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

会宁会师后， 红

５

军被编入西路军，

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

台县城与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

战，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

２０

日壮烈

牺牲。 时年

４２

岁。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

将领之一。 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

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评

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

革命的同志。 ”

为了纪念董振堂，新河县建有振

堂公园、振堂中学、董振堂纪念馆等。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甘肃高

台烈士陵园内，都建有董振堂纪念碑

亭。董振堂纪念馆是河北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河北省国防教育基地、河

北省党史教育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

机关单位、 学校、 游客等达

２０

万人

次。

“纪念馆距离我家很近， 有空了

我就会骑自行车过去看看，感受革命

先烈在战火中不惧流血牺牲的精神。

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了现在的和平

生活， 作为新河县一名普通干部，我

们要用实际行动继承他们的精神，踏

踏实实工作，为家乡建设增砖添瓦。”

新河县财政局工作人员程增涛说。

新河地处九河下梢， 因漳河、滏

阳河等汇流众多且几经更迭而得名。

如今，在董振堂祖墓旁，清澈的河水

仍在静静流淌，似乎在无言地诉说对

英烈的追思。

（

据新华社电

）

董振堂：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