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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静 权 是 文 明 的 体 现

信 江 时 评

“双向体检 ”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1

日， 省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上饶开

展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反馈了督察意见。 上饶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召开市委常委会

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专门研究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相关市

委常委、 副市长任副组长的环境保护

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研究制定了《 上饶市贯彻落实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以下

简称《 整改方案》） 。 市委书记马承祖要

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问题导

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工作；压紧

压实环保责任，确保整改不欠账、问题

不反弹。 市长谢来发强调要提高站位

抓整改、要强化联动抓整改、要改进作

风抓整改， 以问题整改的成效来促进

生态质量的提升。

《 整改方案》明确要求，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严格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推进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 巩固提升全市生态环

境质量水平，以更高标准“ 决胜全面小

康，打造大美上饶”。

《 整改方案》明确了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到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举

一反三巩固督察成果的工作目标，提

出到

2020

年底，全市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控制在

37

微克

/

立方米以下，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浓度持续下降 ；

地表水省考断面

Ⅰ

—

Ⅲ

类水体比例达

到

85.71%

以上，鄱阳湖水质恶化趋势

得到控制；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到

93%

左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到

90%

以上；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

达到

32.1%

以上，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1.9%

。

对照省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

《 整改方案》梳理出

40

个问题，制定了

《 上饶市贯彻落实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 ， 实行台账管

理，挂图作战，销号落实，严防敷衍应

付、 弄虚作假行为。 分门别类系统推

进，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立

改立成； 对需要时间整改的， 明确目

标、限时整改；对需要长期坚持的，持

续发力、务求实效。 同时，进一步完善

思路、 创新举措， 制定了

5

项强化措

施。 一是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

责任。 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

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严格执行污

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考核办法， 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二是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充分发挥规划的

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 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引导公众绿色生

活，推行生活方式低碳化。 三是积极落

实专项整治行动。 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八大标志性战役和

30

个专项行

动为突破口，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的突出环境问题。 四是严格生态环境

监管执法。 严把项目准入门槛，落实市

县两级联动执法机制， 强化环境保护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严格执行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 五是积极落

实体制机制改革。 规范和加强环保队

伍建设，增强环境监管的统一性、权威

性，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

为保障整改工作顺利开展，《 整改

方案》明确了

5

方面保障措施。 一是强

化组织领导。 市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省生态环保

督察问题整改工作， 下设办公室及

10

个专项工作小组，协调推进，督导各类

问题整改落实。二是强化责任追究。对

省生态环保督察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

清单进行调查核实，逐一厘清责任，严

肃责任追究。三是强化督导检查。建立

完善跟踪督办机制， 适时采取专项督

查、 明察暗访、 第三方评估监督等措

施，督导推动整改工作。 四是强化销号

管理。 按照“ 属地管理、领域监管、实事

求是 、序时管理 ”的原则和“ 初审 、申

请、核实、公开、核准、问效”的程序，严

格销号标准，实行台账管理，对账销号

落实。五是强化信息公开。充分运用各

类媒体平台及时公开省整改方案和整

改情况，适时组织媒体开展明察暗访，

曝光问题，追踪报道，直至问题解决，

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整改、监督整改。

下一步， 上饶市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大力发扬担当

实干、攻坚克难的作风，切实抓好省生

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落实， 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进一步加强全市生

态文明建设，以更高标准“ 决胜全面小

康，打造大美上饶”，不断增进人民群

众的生态福祉， 为上饶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上饶市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最近有媒体邀请乘客为铁路部门

“找茬”，服务缺位、商品太贵、换座霸

座等都成为“槽点”，而大家投诉最多

的， 还包括安静权难以保障———乘车

时总有人高声喧哗。

随着城市化程度日渐提高， 安静

竟成了一种奢侈， 维护安静就成了一

种企盼。此前，一名武汉市民乘地铁在

留言中表示，地铁内说话声音大、刷电

视剧和视频时大声外放、 打电话聊天

大声的现象最令人反感。 从乘客的权

利诉求来看， 希望自己能够在公共场

所享受到必要的安静权， 也就是不被

他人发出的过大过高的声音影响和打

扰的权利。

其实，从法律层面来说，目前还没

有这一权利的相关规定。记得几年前，

泰国曼谷轻轨列车安装了液晶电视，

结果，引起很多乘客的反感，他们组织

了一个叫“人们爱安静俱乐部”，向轻

轨经营机构递交了拆除车厢电视的建

议书，理由是侵犯了乘客的“安静权”。

各种生活噪声、建筑噪声、交通噪

声、工业噪声、商业噪声会妨碍人们的

工作与学习，影响生活质量，给人造成

精神压力与心理负担， 噪声污染会成

社会公害。近年，我国从许多方面提升

公民的文明素养， 公民交通出行方面

的文明素养提升不能落后。 但从火车

上大吵大闹等现象普遍看， 公民在这

方面的文明素养和遵纪守法意识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 文明乘车不是要求大

家静音，但理应考虑到别人的安静权。

很多场合中， 正是这种为了他人而克

制自己的自觉构成了一个人的素质、

一个社会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

正让车厢安静下来， 归根结底还得靠

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仓廪实而知礼节， 每个时代都应

该有与之匹配的公共守则。 随着社会

发展程度的提升，我们对公民素质、社

会文明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 也必然

会对不文明现象越究越细。 列车车厢

是个相对开放的空间， 少不了交谈聊

天，音量高低更全凭主观判断，完全指

望列车员去打招呼并不现实。 列车本

身制造的噪音在大大降低， 乘客制造

的人为噪音却没降下来， 我们又何来

良好的乘车体验？ 当我们都没有安静

权可享，对周围的噪音只能忍受时，谁

都不可能在安静中愉快地出行、 诗意

地栖居。 （ 吴学安）

脱贫路上不停步

虽然一路“踉跄”却一直勇往向前，石

镇镇坑堧村贫困户祝水根———

今年

65

岁的祝水根是万

年县石镇镇坑堧村人， 无儿无

女， 家中有

85

岁的老母亲和

患有精神病的妻子， 祝水根是

家里顶梁柱 。

2017

年被纳入

贫困户。

祝水根家在何家源水库

边上， 当笔者来到他家时， 房

前铺了一地的稻谷。 祝水根告

诉笔者， 年轻时他在外面做泥

工， 学了不少技术， 也攒下了

一些积蓄 ， 那时候 ， 为了挣

钱， 他经常在外面风餐露宿，

四处奔波。 到了成家年龄， 他

回家在村里碾米场劳作。 “ 那

时候来碾米的村民， 谁都说我

碾米技术好 ， 工作做得好 。”

祝水根乐呵呵地告诉笔者， 因

村里修路， 碾米场被拆， 祝水

根凭着之前做泥工和在碾米场

工作攒下的积蓄， 承包下了现

在的水库。

1998

年，祝水根和村里签

下合同， 承包了村里

100

多亩

的水库，

1998

年至

2027

年，

30

年

6000

元的租金，祝水根一次

付完。“ 那个时候

6000

块钱很

多了， 我要是之前没有好好做

事，都拿不出这些钱。 ”祝水根

脸上有一些自豪。经人介绍，他

从九江买来鱼苗，凭借着养鱼，

每年能有

1

万多元的收入 。

2016

年

10

月到今年年初 ，祝

水根还揽下了坑堧和尺干两个

村小组保洁员收垃圾的活，近

200

户的垃圾， 祝水根都要去

收。祝水根告诉笔者，收垃圾的

收入，一年也有一万多元。现在

因为年龄大了， 很多事做起来

有些力不从心， 今年便停掉了

收垃圾的工作， 专心经营起了

水库。

“ 祝水根是一个勤奋又有

孝心的人，虽然是五保户，但一

直靠自己的双手努力给母亲妻

子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村干部

告诉笔者。 他的母亲住在村里

危房改造后建好的房子里，虽

然祝水根平常农活很多， 照顾

母亲的义务也一点没有落下，

房子厨房处本身没有棚子，祝

水根给母亲修建好了。 自己舍

不得用冰箱，给母亲配了一个。

“ 就是希望母亲身体好。 ”祝水

根说得朴实却很真诚。

离开水库时， 祝水根用自

己的三轮车带着笔者出去。 他

走在自己修的路上， 虽然是有

些坑坑洼洼的泥巴路， 一路有

些颠簸。笔者不由得想到，虽然

摇摇晃晃却一直勇往向前的，

这就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

心吧。

（ 张晓瑶 邹洋）

上饶县讯 为扎实推进农

村宅基地改革， 上饶县石人乡

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宅改工作。

强化培训，提高认识。该乡

多次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宅改推

进工作， 细化与分解工作目标

任务， 切实增强全体乡村干部

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同

时， 主动与各村理事会成员进

行交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积

极做好沟通交流工作， 引导村

民有序建房， 确保宅改工作平

稳推进。

强化措施，宣传到位。上饶

县石人乡通过加大干部政策学

习培训力度， 充分利用乡村例

会、 集中讨论学习等形式进行

培训，力争所有乡村干部对省、

市、 县出台的各项惠民政策滚

瓜烂熟， 做到政策宣讲精准到

位。同时，将宅改工作与新农村

建设结合起来， 巧借农村基础

设施改造、提升等惠民“ 东风”，

推进农村净化、亮化、美化等工

程。 做到一边拆旧、一边建新，

着力提高群众参与宅改的积极

性，提升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强化监管，责任到人。上饶

县石人乡结合本地实际， 严格

落实 《 上饶市城市管理条例》

《 上饶市农村居民住房管理条

例》等规定，不断加强巡查监管

力度，保持对各类“ 两违”行为

“ 零容忍”的“ 高压线”，严禁未

批先建、 违法用地、 边报边建

等，加强农村建房管理秩序，合

理、节约利用土地。 同时，建立

健全宅改工作制度， 完善奖惩

机制，始终坚持一户一宅、拆旧

建新等原则，实地勘测定界、放

线、 确定四至范围， 把好初审

关，并加强后续跟踪管理，确保

符合建房标准。

（ 郑慧珺 兰文锟）

石人乡三举措推进农村宅改工作

8

月

7

日， 信州区北门街

道广平社区联合街道纪检监察

工委和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志

愿者在尊品一号小区开展双向

“体检”活动。 活动现场接受居

民朋友们对社区党员干部工作

作风和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投诉

举报和社区建设小区管理方面

的意见建议，志愿者现场为

50

余名居民群众进行了健康体检

以及健康知识的宣传。

翁利胜 钟玉芳 摄影报道

8

月

6

日， 国网婺源县供电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和电力检修工作人员冒着

高温在城南

35

千伏变电站，对该变电站

主变进行更换油品、检修调档和试验。持

续的高温天气使婺源县城乡用电量大

增，为保障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该县

在加强电力调度的同时，组织供电员工，

冒高温，战酷暑，通过增需扩容和架设供

电线路，对输变电设备进行检修，确保迎

峰度夏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王国红 摄

迎峰度夏保供电

余干讯 日前，余干县卫生

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分行业对

“ 四小”行业业主进行了业务知

识集中培训。

培训会紧紧围绕卫健系统

的创卫任务，突出持证“ 四小”

行业治理重点， 针对城区小宾

馆、小浴室、小美容美发店、小

歌舞厅负责人进行培训， 把规

范化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总结分析， 对各行业重点指

标项目进行详细讲解， 统一治

理标准。

据了解， 该县城区分布着

“ 四小”行业（ 小宾馆、小浴室、

小美容美发店、 小歌舞厅）

410

家。 此次培训旨在不断提升余

干城区“ 四小”行业管理水平，

促使经营业主在经营活动中严

格遵守法律、 法规和行业相关

标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消

费者提供良好的卫生安全环

境。此外，该局将继续加大对创

卫意识差、 卫生条件落后的重

点难点单位整治， 同时加强创

卫标准的宣传指导， 强化经营

单位主体责任， 不断建立行业

长效机制， 以持之以恒的精神

继续推动“ 四小”行业规范化治

理工作， 全力助推该县创建省

级卫生城市。

（ 曹雄辉）

余干集中培训“四小”行业业主

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

8

月

8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 上饶

市殡葬管理条例（ 草案）》立法调研

座谈会， 向有关市直单位和部门征

集意见和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周遐光出席并讲话。

会上，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发

改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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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直单位和部门的有关

负责同志围绕《 条例（ 草案）》提出了

很多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周遐光指出， 随着我市殡葬改

革的深入推进， 出现了体制机制不

完善、法律政策依据不充分、部门职

责不明确等问题， 极大制约了殡葬

管理工作效果。 《 条例（ 草案）》的制

定对有效巩固我市殡葬改革成果意

义重大， 将会充分考虑大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条

例（ 草案）》 ，使条例更具操作性，更

符合上饶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