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责任编辑：杨津玉

电话：

8292149

２０20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四

2

———访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程文

本报记者 孔臻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 双 创 ” 工 作 大 家 谈

切 不 可 松 一 松 、 歇 一 歇

信 江 时 评

枫港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 去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紧紧围绕‘ 持续改善环

境质量’这一核心目标，秉持‘ 抓双创就是抓环保’的

工作理念，严格对标对表，细化工作任务，压实创建责

任，强化担当作为，形成常态机制，扎实深入推进‘ 双

创’工作，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在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考核中名列第一，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程文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程文认为，碧绿的河水、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天空

始终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保证。 当前，我市正处在高速

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如火如荼，这给生态环境保护带

来挑战。 市生态环境局围绕“ 净空、净土、净水”的目

标，积极开展秸秆禁烧和餐饮油烟整治等工作，强化

机动车排放监管。 为强化扬尘污染防治，市生态环境

局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控制和道路扬尘污染控制，

所有建筑工地严格落实“ 六个百分百”要求，深入开展

“ 洗城行动”，强化城区路面养护、保洁，提高道路机械

化清扫水平；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管理，推动车辆安装

密闭装置、加装卫星定位系统，确保车辆按照规定时

间、地点和路线行驶。 扎实有力的举措取得了良好成

效，

2019

年，我市

PM2.5

年均浓度为

35

微克

/

立方米，

达国家二级标准，天气优良率达到

87.6%

，全省排名

第二， 获评为

2019

年度大气环境保护目标管理考核

先进单位。

如何改善饮水安全，提高饮水质量？ 程文介绍，市

生态环境局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积极开展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专项行动，划定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16

个，完成了备用应急水源建设，开展入河排

污口问题排查整治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同

时启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全市

12

个县（ 市、区）和上

饶经开区均建立了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签订了补偿协议。

2019

年，我市河流断面达标率

为

99.36%

，水质明显好转。

环境执法是保护好碧水清空绿地的重要抓手。 程

文说，市生态环境局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

认真落实“ 双随机”抽查工作制度，通过积极开展工业

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整治、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核查整治、生活垃圾填埋场专项执法检查、打击

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强化环境执法，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2019

年，

全市共受理环境信访件

2051

件， 已办结

2033

件，办

结率

99%

；共关停取缔“ 散乱污”企业

251

家；实施环

境行政处罚案件

231

件，处罚金额

908

万元。

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给市生态环境局提出了更高

要求，面对接下来的工作，程文表示，市生态环境局将

聚焦“ 双创”的生态环境目标任务，以环保专项整治问

题整改为抓手，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精准治污，做到目标不改、标

准不降、力度不减，解决突出的重难点环境问题，力争

使环保的各项指标高质量达到“ 双创”标准，为“ 双创”

贡献应有力量。

新增

6

例确诊！ 武汉市近日出现的新冠肺炎社

区聚集性疫情，广受关注。 连续

35

天无新增确诊病

例的记录终结之际，也敲响警钟：必须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之弦， 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 决不可掉以轻

心，决不能麻痹松懈。

随着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湖北省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

控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

歇。 尤其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境外疫情暴发增长态

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

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

疫情防控，一刻不能放松；阻击疫情，不获最终

胜利不能收兵。 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警示着人

们， 常态化防控举措必须进一步完善， 真正做到落

实、落小、落细。 抓紧救治新增确诊病例同时，尽快查

明传染源是关键。 因此，必须扩大相关区域核酸检测

范围，摸清底数，并切实切断传播途径，严防疫情扩

散。 与此同时，对社区防控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

要认认真真补短板，避免出现“破窗效应”。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必须防止因思想松弛、麻

痹大意造成疫情扩散风险。 各地党委和政府要进一

步落实属地责任、明确岗位责任，切实把依法防控、

科学防控、联防联控的各项措施夯实，并严格强化检

查督导。 此外，还要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自我防护和管

理意识，严防疫情出现反弹。

越是接近胜利目标的时候，越要做到不麻痹、不

厌战、不松劲。 一鼓作气、毫不懈怠、坚持到底，才能

有效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提供有力保障。

（ 梁建强）

“ 哞……哞……”夕阳西

下，炊烟袅袅，宁静的德兴市

龙头山乡龙头村一农屋内传

出阵阵牛叫声。 走近一看，贫

困户李世财正在精心呵护着

他的这些“ 宝贝”，一会儿摸一

下牛的犄角， 一会儿添些饲

料。

李世财是龙头山乡龙头

村村民，患有脑瘫，智力比正

常人低，且平时不爱与他人交

流。年过半百的他，一无文化，

二无技术，三无亲人，过去一

直依靠周边邻居与村里的救

济勉强度日，房屋也是破败不

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2016

年， 龙头村将李世

财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定

为重点帮扶对象。 去年

9

月，

村里结合李世财自身情况及

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成立了安

泽种养殖合作社， 养殖肉牛，

交由他饲养，并让他以劳动力

的形式入股，参与分红。 毫无

养殖经验的李世财起初不适

应这份工作，经过驻村干部们

的耐心劝导及养牛专家的悉

心指导，逐渐掌握养殖技术的

李世财越来越有信心了。

为了获取充足的物料，李

世财时常到周边的山野田地

里采割各种草料。在他的精心

饲养下，每一头牛儿都皮毛光

滑、膘肥体壮。与此同时，李世

财还享受到了安居扶贫政策，

当地政府为他重建了房屋，生

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养牛投入大，刚开始我

们从两三头起步，通过‘ 鸡生

蛋、蛋孵鸡’这种滚雪球的饲

养方式， 肉牛的数量由少到

多，养肥后就及时出栏。 现栏

内肉牛已发展到了

5

头，预计

产值约为

3

万余元，每位贫困

户可分红

1000

余元。”驻村扶

贫工作组组长程毅华介绍，在

养殖过程中，驻村工作队与李

世财时刻保持着联系，一旦遇

到困难，第一时间上门帮助解

决。

“ 你们……真……好

!

”李

世财总是乐呵呵地向驻村工

作队队员竖起大拇指说道。

（ 刘水金）

“老牛倌”过上好日子

本报讯 记者邱崴报道 ：

余干县枫港乡采取扎实举措，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农村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精神

面貌明显提升。

枫港乡乡、村、组三级联

动， 组织召开人居环境大整

治、大提升动员会，并成立了

乡、村两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各自然村选举产生

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理事会，

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做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强大工

作合力。 该乡通过深入调研，

制定了 《 枫港乡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 《 枫港乡

居家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 ， 各村也制定了“ 一组一

方案”， 围绕“ 人精神、 地干

净 、 水洁净 、 物

(

车 、 具

)

整齐 、 院绿化 、 畜

(

禽

)

规

范 ” 目标任务 ， 层层推进 。

结合实际以“ 清理村内塘沟、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

产废弃物、 清理乱搭乱建乱

堆乱放、 清理废旧广告牌、清

理无功能建筑和改变影响农

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 ”的

“ 五清一改”为抓手，在全乡范

围内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 积极引导群众参

与，掀起全民参与环境整治的

热潮。 各村组实行包保制度，

落实责任区划，分片、分户划

清责任区， 明确责任监管人

员，做到各片区环境卫生“ 有

人管、 管得好”； 抓好制度建

设，完善村级、小组级村规民

约，制定出保洁制度，用制度

管理把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形

成常态化。

同时， 该乡成立考评小

组，每月开展一次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评比，每村随机抽取一

个村小组 、

15

户农户进行检

查，现场打分排名。 检查结束

后，立即召集全乡各村党支部

书记召开会议，由乡党委书记

和分管领导进行点评、指出问

题。 通过找差距比不足，着力

解决全乡人居环境工作开展

不均衡的问题。乡党委还多次

组织全体班子成员、各村支部

书记到秀美乡村示范点现场

观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通过

对比不同形式、 不同风格，拓

展各村人居环境治理思路，推

动枫港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提质增效。

防 灾 减 灾 公 益 宣 传 知 识

9.

台风防范知识：台

风到，听预报，加固堤防

通水道， 煤气电路检修

好，临时建筑整牢靠。 船

进港口深抛锚，减少出行

看信号。

10.

卫生防疫知识：

对疫情，别麻痹，戴口罩、

勤洗手、 预防传染做仔

细， 发现患者即隔离，通

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

早就医， 公共场所要少

去。（ 市减灾委、市应急管

理局宣）

本报讯 祝颖 汾丽 记者

陈绍鹏报道 ：

5

月

12

日是全

国第十二个“ 全国防灾减灾

日”。 当天上午， 鄱阳县举办

了防灾减灾日暨民兵应急力

量点验活动，

14

条战线应急

突击队集结， 进行现场实战

化大练兵， 全面检验该县应

急管理水平及各救援队伍有

效应对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

能力。

活动现场先后进行了无

人机绳索抛投、生命探测仪搜

索、消防灭火、消防破拆、医疗

救助等演练。各应急突击队队

员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

接受了点验。 人员呼点、队列

和装备展示等环节，每一个声

音都铿锵有力，每一个动作都

标准规范， 无不展示着这支

“ 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

战” 重要后备力量队伍的风

采。

据悉，这是鄱阳民兵调整

改革和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后，

第一次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演

练和民兵应急分队点验双结

合的综合演练活动，集中展示

了各应急分队和基干民兵队

伍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协同作

战能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防

灾减灾知识展板，面向社会公

众以及学生普及防灾减灾知

识和防范应对的基本技能。

鄱阳 14条战线应急突击队集结大练兵

连日来， 鄱阳县

各学校对校内设施进

行了消毒， 并对出入

校防疫流程进行反复

演练， 助力学生安全

返校复课。 图为鄱阳

县饶州街道五一中心

学校学生有序进入校

园。 蒋冬生 摄

做好防疫

助复学

5

月

29

日是中国计生协成立

40

周年纪念日， 也是计生协第

22

个“会员活动日”。

5

月

13

日上午，

信州区东市街道北门村社区、 南门

路社区、五三（

1

）社区、三里亭社区、

沿城社区以“

5

·

20

全国母乳喂养宣

传日———点滴都是妈妈的爱” 主题

宣传服务活动为契机， 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 放置展板宣传中国计生协

成立

40

周年取得的成果，邀请市人

民医院医生讲解科学哺乳知识，宣

传抗疫、健康和优生优育知识，帮助

群众强化个人健康意识和责任。

高蓉 毛丽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