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铅山讯 铅山篁碧畲族乡全力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固和深

化“ 四清二改一管护”村庄清洁行

动成果，进一步提升了畲汉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该乡通过动员会、 宣传车、宣

传标语、倡议书、抖音短片等多种

方式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宣传

发动工作，同时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积极行动，上门上户引导大家

关注和参与改善人居环境。 目前，

共出动宣传车

60

余次， 发放倡议

书

1200

余份 ， 悬挂宣传标语

18

条，营造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社会氛围。

篁碧畲族乡采用网格化管理

模式，重点落实“ 包干”责任制。 全

乡共划分

13

个网格， 按照三个一

要求（ 即每个网格区安排

1

名乡党

政班子成员、至少

1

个乡直单位、

1

名村干部或网格员） ， 具体负责抓

环境整治工作，齐抓共管、层层包

干直至到户。 同时，进一步夯实网

格区配套整治的基础设施建设，自

环境整治开展以来全乡完成道路

“ 白改黑”

37000

平方米、村组道路

硬化

2.8

公里、 沟渠维修新建

600

米、污水管网铺设

1900

米，清除陈

年垃圾

120

顿， 购置晒水车

1

辆、

垃圾运输车

5

辆、垃圾桶

1200

个，

拆除危旧房

1300

平方， 完成厕改

62

户。

为将整治落到实处，该乡制定

了严格的督查考核办法，建立奖惩

激励机制，成立督导组，并组织人

员定期对各网格区内住户居家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进行检查评分，褒

优惩劣，实施动态管理。 （ 丁铭华）

上 饶 车 务 段

“五一 ”小长假发送旅客 18 万人次

安 全 让 旅 游 体 验 更 有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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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陈关华

本报记者 蔡晓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 双 创 ” 工 作 大 家 谈

下溪抛荒土地免费流转统一耕种

当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正如火如荼开展， 市公安局如何落实推进工作，助

力我市“ 双创”？ 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公安局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陈关华。

陈关华介绍，近年来，市公安局多措并举、务实高

效地开展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为我市“ 双创”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贡献了公安力量。

主要做了五方面工作：严抓文明交通创建，强化交通安

全监管；起草了《 上饶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开展了上

饶市城市流浪犬集中收容管理工作， 开展不文明养犬

集中整治行动，同时实行养犬登记，进一步规范管理，

推动文明依规养犬；狠治“ 黄赌毒”及“ 食药环”犯罪，做

强打击犯罪主业；优化公安“ 放管服”改革，提升行政服

务效能；落实挂点社区责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 市公安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深入开

展一系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为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 ”陈关华

说。 该局以“ 清风”“ 黄赌百日专项攻坚”“ 赣鄱霹雳”

“ 秋季扫毒风暴”等整治行动为抓手，不断完善打击常

态化机制。在全省公安机关“ 赣鄱霹雳”系列集中打击

收网行动中，我市成绩稳居全省前列。 我市扫黑除恶

综合战果连续两年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市公安局扫黑

办被省公安厅荣记集体二等功。

2019

年以来，全市刑

事案件同比下降

4.4%

，八大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

下降

11.79%

，涉“ 黄赌毒”警情同比下降

46.17%

。 通过

对“ 行霸”“ 市霸”等重点领域的打击整治，全市营商环

境持续向好。深化打击“ 食药环”领域违法犯罪，深入开

展“ 昆仑”专项行动，办理环侦类刑事案件

337

起，办理

行政案件

265

起。其中，德兴市公安局侦破的两起污染

环境案，得到上级高度肯定和群众广泛赞誉。

“ 为深入推进创建工作，市公安局充分结合部门

职责，持续优化公安‘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升行政

服务效能。 ”陈关华告诉记者，该局积极推进“ 互联网

+

公安政务服务”，公安网上注册量、办件量均位居全省

前列；持续深推“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筹建上饶市

政务服务中心“ 公安集成服务区”，

75

项业务集中进

驻，已办理各类业务

43.4

万余件；在出入境办证大厅

和公安集成服务区为广大群众提供延时错时服务等

多项便民举措，方便群众办事，并在办证大厅张贴宣

传资料和收费标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 今年，市公安局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有关创

文创卫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紧扣

任务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全体动员、全力以赴，合力

推动创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

质，提高百姓幸福指数。 ”陈关华表示。

广丰讯 日前， 在广丰

区下溪街道杨村村广袤的

农田里， 推土机在清除杂

草、挖机在翻耕泥土，这是

杨村村在为统一耕种做好

前期准备。

今年以来，下溪街道紧

扣“ 疫情防控打胜仗、农业

发展紧跟上”的目标，坚持

“ 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区稳定粮食面积和产量文

件要求，积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科学稳步推动

春季农业复工复产，切实做

到疫情防控期间不误农时。

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下溪街道制定了一系

列奖励优惠举措促进农村

土地流转，用于发展特色农

业、 开办农家乐等。 各村

（ 居） 以此为契机， 创新模

式，积极响应全市《 关于进

一步抓好春耕生产稳定粮

食面积和产量的通知》 ，将

长期抛荒无人耕种的土地

进行免费流转、 统一耕种，

丰收以后全部粮食归农户

所有， 此项举措得到了广

大群众的支持， 大家纷纷

响应。 据悉， 该街道已流

转

300

多户农户 （ 贫困户

9

户） 共计

420

余亩土地，

用于早稻耕种。 由于采用

连片机械化耕种 ， 街道

5

个村居仅仅用

5

天时间就

完成了

420

多亩土地的耕

种。

这种以“ 租”换“ 粮”、连

片耕种的模式，不仅对促进

下溪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

对农村土地流转，促进规模

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

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 杨雪珍 余乐思）

本报讯 徐旭辉 记者

蔡晓军报道：

6

日， 记者从

上饶车务段获悉，该段管内

各站“ 五一”小长假共发送

旅客

18

万人次， 其中上饶

火车站发送旅客

10.3

万人

次。

据了解，今年“ 五一”小

长假铁路运输工作从

4

月

30

日开始至

5

月

5

日结

束，共计

6

天。 自

5

月

4

日

起，上饶车务段管内各站迎

来小长假返程客流高峰，

5

日当天发送旅客

3.4

万人

次，主要为江西省内各站及

上海、福州、厦门方向的中

短途客流。为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该段管内加开了

3

趟

假日临客，同时多趟动车组

重联以增加运力。

在做好大客流运输组

织的同时，上饶车务段管内

各站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严

格执行消杀通风、 体温检

测、设置应急隔离席位等防

疫措施。 其中，上饶火车站

组织志愿服务队员，加大对

售票厅、候车室、卫生间、站

台等公共场所的消杀力度；

婺源站积极配合地方防疫

人员对旅客全员测温，定时

对自动取售票机、进出站闸

机等设备设施进行消毒 。

“ 五一”期间气温较高，各站

在开启空调的同时，加强候

车室的通风，为旅客营造良

好出行环境。

为提升旅客节假日出

行体验，该段不断优化各站

服务品质，以上饶站“ 赣饶

情” 服务链、 婺源站“ 天

佑情” 服务台为抓手， 开

展志愿服务； 组织人员在

售票厅、 进出站口、 天桥、

过道、 电梯口等关键处引

导旅客购票， 做好乘降组

织； 上饶、 婺源等站工作

人员主动走访当地公交 、

旅游部门， 联系做好公路

铁路接驳中转服务。

立夏时节， 婺源县

蚺城街道考水村茶农使

用农机采茶， 赶制优质

茶叶供应市场。近年来，

婺源县采取 “产业合作

社

+

基地

+

农户”的茶叶

种植模式， 打造的生态

茶园已成为扶贫增收基

地。据了解，婺源县茶园

种植面积达

19.4

万亩，

涉茶人口达

22

万，茶产

业系列产值

31

亿元。

胡敦煌 摄

文化和旅游部

5

日晚间公布数据，今年“五一”

小长假，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1.15

亿人次，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

475.6

亿元。 超预期的旅游人数和消费金

额，印证了此前业界的判断：“五一”假期是我国进入

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首个名副其实的“黄金周”。

为何越来越多老百姓开始走出家门享受美好的

旅游休闲？ 核心要义是“安全”。

假日期间，全国已开放的

8400

余家景区严格落

实客流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30%

的要求， 引导游客

间隔入园、错峰旅游。 各景区着力做好卫生防护、清

洁消毒，严格落实体温筛检 、配套使用 “健康码 ”核

验，筑牢“安全之墙”。

完善的疫情防控举措让人安心，新风尚“预约旅

游”更让人省心。

5

天假期里，智慧旅游作为新的服务

和治理手段在保障假期旅游平稳有序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武汉，游客运用“武汉战疫”微信小程序，

实时查看黄鹤楼、汉口江滩等

14

个热点区域的当日

客流量；在上海，

86

家

A

级景区全面实现“无预约、

不出行”，约

50

家景区支持分时预约，游客自觉有序

间隔入园。

如果安全是“

1

”，更丰富的旅游体验则是后面一

个个的“

0

”。 在景区限流背景下，各地仍迎来以“本地

人游本地”为代表的旅游市场复苏，一方面折射人们

“求放飞”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展现出旅游业面对

疫情顽强转型升级的韧性———在河南开封， 黄河生

态廊道示范带、 朱仙古镇等乡村旅游点吸引大批市

民前往观光休闲；在上海，民宿大受欢迎，平均出租

率达

81%

；江苏通过新媒体、虚拟现实等方式，推出

2120

个线上赏景、看展、观演项目———让游客愿意花

钱、花时间体验，旅游产品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

更智慧的管理、更丰富的产品供给，不仅在当下

提供更多安全保证、 带动旅游业乃至整个消费市场

复苏，更是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 需要

看到，当前以线上渠道为主流的景区预约体系，或给

不习惯用手机的老年游客带来不便；本地游的风采，

或因雷同的旅游产品、 乏善可陈的歌舞表演打了折

扣。 如何让“

1

”邂逅更多的“

0

”，让更多群体共享发展

红利，值得业界关注。

旅游业探索如何化危为机， 持续推动智慧改革

升级，让“诗和远方”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 余俊杰 陈爱平）

4

月 ， 春光正好 。 在

沙溪镇宋宅村马家柚基地，

驻村第一书记汤哲卿正和

镇农技站工作人员一起 ，

把肥料送了过来。 “ 最近

还好吗？ 有啥困难就和我

说。” 临走时， 他还不忘叮

嘱着贫困甘亦裕。 憨厚的

老甘连忙摆手

:

“ 知足了 ，

知足了， 现在每天

120

元

工资呢 。”

200

亩的基地 ，

农户们四处穿梭忙碌。 大

家都铆着劲干， 为了今后

的好生活。

去年

5

月，汤哲卿来到

宋宅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作为信州区政府办下派

的驻村扶贫干部，一直在城

区生活的他心里忐忑不安：

第一次接触这项工作，能为

村民们趟出一条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路吗？“ 不管如何，

我要拼尽全力， 不负嘱托，

让乡亲们的生活好起来！ ”

通过一个多月的走访，汤哲

卿掌握了村民家中情况、每

个贫困人口有什么手艺、想

发展什么产业……汤哲卿

和村“ 两委”干部一起，规划

产业、发展扶贫项目，变“ 输

血式” 扶贫为“ 造血式”扶

贫， 推动脱贫攻坚提质增

效。 为激发贫困户积极性，

他想尽办法，创新建立了互

帮互助小组，组长由贫困户

担任， 鼓励大家抱团发展，

早日脱贫。“ 他来了之后，我

们村齐心向上的氛围浓了，

工作紧张但愉快。 ”村主任

陈德峰告诉记者。

70

多岁的甘亦裕儿子

身患尿毒症， 妻子又患癌。

为了生活， 他跟着建筑团

队辗转做小工， 常感体力

不支。 今年， 突来的疫情

又让他失去工作。 汤哲卿

了解情况后， 把他安排到

马家柚基地做事。 不仅每

天能有

120

块收入， 年底

还有分红， 老甘脸上终于

有了笑容。老甘的儿子每个

星期要去医院透析

3

次，如

何既能让他增加收入，又不

耽误治疗？汤哲卿找到村枇

杷园的老板多次交流，终于

为老甘儿子谋到了值守果

园的工作。贫困户宋恒位之

前在菌菇基地工作，年后因

为疫情整天待在家里。汤哲

卿知道后上门给他送防护

物资，并告诉他一些招聘信

息，给他灌输“ 扶贫不养懒

汉、扶贫不是光发钱”的理

念。现在的宋恒位在宋宅中

学当保安， 精神状态饱满，

工作兢兢业业。

驻村以来 ， 汤哲卿把

家里的事都交给身患癌症

的年迈母亲还有自己远嫁

而来的妻子打理。 “ 我们

家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她

俩扛着。” 尽管愧疚， 他依

旧心系贫困群众却无怨无

悔： 帮助他们申请援助资

金、 给贫困户送口罩、 为

发展产业出谋划策……汤

哲卿坦言， 驻村工作就应

该这样， 虽然忙， 但想到

村民越来越好的生活， 自

己无比充实快乐。

在宋宅耕耘小康梦想

颜清 本报记者 孔臻

日前，由省文联、省扶贫办联合组织的“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采风小组深

入铅山脱贫攻坚一线，看贫困村变化、观扶贫产业发展、访贫困户代表，深入了解铅山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实地感受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充分挖掘铅山脱贫攻坚经验典型。 陈万民 曾鑫 摄影报道

篁碧畲族乡全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