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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 双 创 ” 工 作 大 家 谈

广信区委书记熊孙魁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广信区紧紧

围绕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的总体要求， 把工作抓实抓细抓

好，全力推动“ 双创”工作见实效。

旭日便民菜市场是一个有着

10

多年历史的老旧菜场， 以前垃

圾遍地、污水横流，是很多群众“ 一

秒钟也不想多呆的地方”。 经过管

网铺设、道路硬化、车位施划等一

系列改造提升，市场环境卫生不断

改善，实现了从“ 穿着雨鞋去买菜”

到“ 买菜就像逛超市”的蝶变；通过

安装“ 天网”探头，对不文明行为进

行监督管理，经营者文明经营意识

大幅提高。“‘ 双创’工作不仅是对

居民生活环境的提升，也是城市进

步的必经之路。 我们坚持从群众

最关心的问题入手，重点解决交通

出行、环境整治等突出问题，进一

步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 ”熊孙魁如是说。

去年以来， 广信区重点实施

春江大道、旭日北大道、惟义路、

二纬路等一批道路改造提升项

目，打通城市交通“ 最后一米”，让

城市道路更加通畅， 居民出行不

再困难。 截至目前， 全区共实施

“ 双创”项目

680

余个，投入资金

11.3

亿元，改造提升

31

个老旧小

区、

14

条里弄小巷和所有农贸市

场，新改建公厕

19

座，新建大小

停车场

32

个，新增停车位

1.8

万

个； 完成棚改征迁面积

110

万平

方米， 拆除违法建筑

37

万平方

米。 熊孙魁告诉记者：“‘ 双创’使

广信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广大市民也得到了更多方

便和实惠，不少群众由‘ 要我创’

自觉内化为‘ 我要创’，主动落实

门前三包、争创清洁卫生，使得棚

户改造、垃圾分类等工作较以往有了更大提升。 ”

志愿服务是“ 双创”工作的强大助力，关爱残疾人是城

市文明的题中之义。该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小蜜

蜂”志愿服务队，组织广大志愿者深入城市街头巷尾和居民

小区，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文明交通引导等志愿服务活

动；投资近

3000

万元，按全省一流标准，重新建设广信区特

殊教育学校， 可为

200

名残障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免费特殊

教育。 目前，该区各类志愿组织达

369

个，有

7.1

万余名志

愿者，志愿服务累计时长达

300

余万个小时。广信区还将建

城区划分为

125

个网格， 要求党员干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

排查，及时发现工作中的“ 病虫害”，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熊孙魁说：“ 我区在全面提升硬件环

境的同时，从提升市民素质、培养文明习惯等细节入手，培

育文明新风，倡导健康生活，切实巩固双创成果。 ”

广信区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坚持上下联创、城乡联

创、条块联创，已形成“ 城乡互动、党群互动、干群互动”的良

好工作机制。 熊孙魁表示，我们将继续对标“ 双创”工作要

求，坚持全力打造健康向上的文明和文化环境，和谐秀美的

生产和生活环境、共创共建的社会和人文环境，高标准、高

要求、高质量推进“ 双创”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铅山讯“ 村里有谁入了党，

收到哪些捐赠物资，做了哪些工

程项目，钱都花哪了，我们一看

就明白了……”近日，铅山县永

平镇花亭子村村民聚集在该村

“ 三务”公开栏前，一边看内容一

边相互交流。

为从源头上规范基层微权

力， 切实推进廉洁乡村建设，今

年

3

月，该县出台了《 关于进一

步规范村级“ 三务”公开工作的

办法》 ，对党务、村务、财务公开

的范围、内容、程序、时限等内容

作了明确要求，并由县纪委县监

委牵头，督促县委组织部、县民

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

制定了统一内容、统一样式的村

级“ 三务”公开栏模板，推进“ 三

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

为确保“ 三务”公开的内容

全面、真实、及时，该县在每个村

设立了驻村监督员，由乡镇（ 中

心） 党委择优选派乡镇干部兼

任， 由乡镇纪委书记调度使用，

定期深入村组，重点查找“ 三务”

公开方面的问题，并及时督促整

改。驻村监督员还可通过列席村

两委有关会议、查阅有关资料等

方式，对村级“ 三务”公开执行情

况、村集体“ 三资”及工程项目管

理情况 、村级“ 零接待 ”执行情

况、 基层组织是否存在宗族、黑

恶势力等情况进行监督，着力发

现问题， 并向乡镇纪委报告，切

实发挥“ 常驻的巡察组”作用。

截至目前， 全县

18

个乡镇

185

个村（ 居）均已按规定完成

了今年一季度党务、村务、财务

公开工作。

（ 江慧 张文璟）

讲 卫 生 就 是 爱 己 爱 人 爱 国

信 江 时 评

今年的

４

月是第

３２

个爱国卫生月， 主题确定

为 “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意义非同寻常。

疫情影响人， 也会改变人。 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 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卫生习惯绝不

仅仅是个人的私事， 也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文明素

养， 更关系着公共卫生安全， 千万大意不得。

4

月里，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养成勤洗手等讲

卫生的好习惯 ， 全国各地也集中向脏乱差 “宣

战”， 一系列相关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 ： 推出

“环保积分” 微信小程序， 市民节能环保行为可积

分获奖励； “文创公筷公勺” 刻上古诗联对、 辞

赋佳句， 结合当地文化， 让大家在美的享受中接

受卫生新观念； 走进学校食堂、 教室等场所， 拿

起扫帚、 拖把、 抹布、 消毒喷壶等工具， 共同参

加校园环境卫生清洁； 聚焦背街小巷、 城中村的

消毒防疫情况……

“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织牢疫情防控网，

养成卫生好习惯， 每个人都是 “排头兵”， 爱国卫

生行动正渗入全民生活的点滴之中。

应该看到， 开展爱卫活动绝非一时之策， 更

非应付之举， 而是国家文明进步的 “必修课”。 身

体健康是生活质量的基本保障， 而环境卫生脏乱

差， 是多种疾病的诱因。 一场疫情有终点， 但讲

究卫生、 防控疾病无尽时。 比如， 疫情过后， 每

年流感季患病的人戴口罩、 个人打喷嚏时自觉掩

住口鼻等也应该成为全社会的新习惯。

爱国卫生活动开展

32

年来， 我国城乡卫生面

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政府相关部门、 有关社会组

织以及广大居民为此付出了汗水和心血。 把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讲卫生好习惯保持下去并

发扬光大， 让公众深刻认识到讲卫生就是爱自己、

爱别人， 更是一种爱国具体行为， 不仅会赋予我

国爱国卫生活动新内容， 更会给城乡面貌带来新

气象。

（ 董小红）

近期，万年县住建局投入资金

160

余万元，对境内河道进行集中综合

整治改造，确保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陈宁 摄

河道治理

我市召开全面推进国家卫生城镇创建

暨市本级创国卫工作调度视频会议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4

月

27

日下午， 我市召开全面推进

国家卫生城镇创建暨市本级创

国卫工作调度视频会议。副市长

郑少薇在主会场参会并讲话。

郑少薇指出，创建国家卫生

城镇事关大美上饶的城市形象，

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发展大

局，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她强

调，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创国卫

工作的重要性，按照全市一盘棋

要求，凝心聚力，齐抓共促，迅速

掀起新一轮创建国家卫生城镇

的热潮；要持之以恒，保持常态

长效，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市中

心巩固提升，建立健全创建工作

长效管理机制。

各县（ 市、区） 、上饶经开区、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高铁经济试

验区相关负责人和各乡 （ 镇、街

道） 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了会

议。

从泥泞土路到宽阔大道，从破旧瓦房到花园小楼，

从怀揣希望到产业兴旺……走进新时代， 横峰县切实

扛起“ 脱贫攻坚、富民强县”的历史责任，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凝聚脱贫之力，找准脱贫之策 ，拔穷根 、摘贫

帽，党员干部奔赴脱贫攻坚一线，在漫漫扶贫道路上，

与群众手牵手、 心连心， 使一个个贫困村实现华丽蜕

变，一个个扶贫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张张笑脸洋

溢在贫困户脸上。 在这幅蓬勃奋发的乡村振兴图景中，

一抹温暖幸福的底色浓厚绵长，“ 一个也不能少” 的精

彩故事在其中呈现。

一声号角，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

“ 我宣誓：脱贫攻坚是政治责任，是历史使命，是向

全县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同步

奔小康！ ”横峰县委书记饶清华在全县脱贫攻坚誓师大

会上带领广大干部立下铮铮誓言。

一声号令之下， 横峰

2500

余名帮扶干部组成

68

个驻村工作队，分赴精准扶贫各大战场，打响这场精准

扶贫的首场战役。 上山下乡、吃住在农家，帮扶干部们

夙兴夜寐、风雨兼程，用艰苦卓绝的努力、忘我无私的

情怀，带领

2.2

万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奋力前行。

姚家乡琯山村村民张相明的儿子

2014

年因遇车

祸去世，而他自己年逾七旬，已承担不了重体力活，家

里的平房还未粉刷，家境每况愈下，生活条件艰苦。 自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该村成立“ 横医健康扶贫产业

公司”，依托医院的医疗优势，将健康扶贫和产业扶贫

结合起来，打造中草药种植、特种养殖、养生保健、健康

培训等项目，启动扶贫基地建设，构建“

1+N+X

”的产业

扶贫新模式。 种菜养猪是一把好手的张相明就成为了

其中的一个受益人。 当蔬菜基地开始运营时，作为第一

批聘用的贫困户，张相明积极认真肯干，每月的务工收

入达到

1000

多元，使得生活大为改观。

在贫困面前，横峰结合地方实际，全速推进就业扶

贫、健康扶贫、保障扶贫、安居扶贫等十大行业扶贫工

程，形成个性化、差异化、动态化的扶贫举措，种种“ 加

强版”“ 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出，很多“ 老大

难”问题有了针对性解决方案。

一个个“ 实招” 换来了一张张笑脸。 横峰做到真

扶贫、 扶真贫， 将脱贫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一个

贫困群众身上， 用干部的“ 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的

“ 幸福指数”。

多种产业，因人因户因村实施产业脱贫

4

月

26

日，在横峰县药植园千丰中药材基地，贫困

户张金香正美滋滋地数着这个月的工钱。“ 以往我都是

在家带人，日常开支都靠儿子支撑。 来到基地以后，我

闲时可以在地里干活，既不耽误照看孙子，又增加了收

入，再好不过了。 ”张金香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该公司

负责人黄兴明说：“ 公司紧紧与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

积极吸纳有工作能力的困难群众到基地工作， 通过改

变群众就业观念，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最终达到增收

致富的目的。 ”

“ 产业扶贫、增收致富”是横峰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的根本举措。 该县始终把农业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工

作的重点，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因人因户因地制宜，推

进“ 一笔光伏收入、一片竹果林、一亩花草药、一顷油茶

山、一个人就业、一桌农家饭、一桶爱心蜂”的“ 七个一”

产业发展，构建具有横峰特色的以葛为主“

1+N

”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形成了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领办，村集体

经济参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参与，能人大户、贫困户参

与的“ 一领办三参与”的产业合作模式，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使贫困户真正在产业实施过程中持续受益。

全县各类龙头企业共

240

余家， 合作社

510

家，

家庭农场

178

家 。 打造百亩以上连片种植基地

159

个、 千亩基地

15

个， 全县产业基地总面积达

10

万亩

以上， 乡乡有产业、 村村有基地的格局逐步形成。 截

至目前， 该县发展种植以马家柚为主的果业

1.6

万亩，

以葛为主的中药材

1

万亩， 水稻制种、 籽莲、 油茶、

甘蔗等特色产业

1

万亩，

64

家农家乐，

1200

桶爱心

蜂的养殖 。 贫困户通过分红 、 租金 、 酬金等方式受

益， 户年均受益

2000

余元。

脱贫不易，巩固脱贫成果更加不易。 为持续发力巩

固脱贫成效，除了依靠产业支撑，横峰县还不断加大贫

困群众技能培训力度，拓宽增收路子，进一步激发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增强他们的发展后劲。 通过鼓励外出

打工、自主创业、发展特色种养等手段为贫困户增收，

保证他们的持续收益和生活质量。 同时，借助电子商务

高速发展和秀美乡村建设的东风， 电商扶贫和旅游扶

贫也成为横峰脱贫攻坚的有效手段。

美丽嬗变，幸福生活大有盼头

走进龙门畈乡李家村民李青的家， 只见屋内干净

整洁，有线电视、洗手间一应俱全；屋前绿茵环绕，春光

无限。 该村通过整村推进的形式，投入资金，注重保留

原有元素进行秀美乡村创建，实施水、电、路、网络和环

境改造，使村民生活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秀美乡村建设过程中， 横峰将其与脱贫攻坚工作

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 脱贫与创建”共融、“ 里子和面

子”并重的产村融合发展之路。 该县坚持以“ 个十百千

万”工程为抓手，以“

1+N

”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核心，

以实现“

2.2

万人脱贫、提升

22

万人民生活品质”为目

标，大力实施“ 秀美乡村、幸福家园”创建活动；加强村

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 七改三网”“ 五拆五清”“ 平坟栽

树”“ 干道提升”，

25

户以上自然村全覆盖、扫一遍。全县

共拆除三房

8960

栋

(73.01

万平方米

)

、拆围墙

87

千米、

拆钢棚

1107

个、 整治荒地

500.2

万平方米、 处理坟墓

1712

座、改厕

13608

个、改房

14455

栋、改路

217.3

万

平方米。 实现了

100%

自然村干道和入户道硬化、

100%

农户饮上了干净水、

100%

农户住房安全、

100%

村庄通

电通网络，切实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

秀美乡村建设 ， 让横峰的乡村容貌实现了一次

“ 华丽转身”。 如今 ， 走进横峰 ， 葛源石桥 、 岑阳王

家、 莲荷梧桐畈等一批“ 产村融合” 的幸福新村令人

陶醉。 同时， 该县还通过举办环鄱赛、 美食节、 荷花

节、 葡萄节、 甘蔗节等系列节庆活动， 推动了“ 秀美

乡村、 幸福家园” 创建成果向经营成果转化， 有效带

动了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东风正劲，利箭满弦！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全面收官

之年。 横峰在脱贫攻坚的冲刺路上， 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夺取脱贫

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奋力答好脱贫攻坚 “时代答卷 ”

———横峰县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综述

余琳 本报记者 陈绍鹏

姚家乡村级光伏扶贫发电站。 薛南 记者 陈绍鹏 摄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信州

区东市街道以全国第

32

个爱国卫

生月活动为契机 ， 充分利用社区

（ 居） 宣传栏、 电子显示屏、 宣传

手册等多种形式， 积极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主题宣传活动。 截至目前，

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 播放电

子显示屏宣传标语

180

余条。

连日来， 社区 （ 居） 干部、 党

员志愿者、 包保和共建单位干部及

保洁员积极投入到整治卫生环境工

作中 ， 目前已清理卫生死角

185

处、 整治楼道乱堆乱放

81

处、 疏

通沟渠

25

处， 为居民创造了一个

洁净美丽、 绿色宜居的居住环境。

同时， 东市街道坚持高标准、 高质

量做好保洁工作 ， 加大机扫 、 洒

水、 冲洗、 清运作业力度， 进一步

提高道路洁净度； 联合消杀公司专

业防制队伍， 重点对病媒生物孳生

地、 街道机关大楼、 社区办公区域

进行全面消杀 ， 减少虫媒生物危

害， 提高环境卫生质量， 不断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

东

市

街

道

组

织

开

展

爱

国

卫

生

月

活

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