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干讯 今年以来，康山垦

殖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聚焦

民生短板，全面摸排群众急事、

难事、 烦心事， 以抓小抓细的

“ 绣花”功夫，办好暖人心、聚民

心的实事， 解决了一批民生难

题，出台了一批惠民政策，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不断

增强村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改善人居环境， 扮靓乡村

“ 颜值”。 走入康山垦殖场里溪

村， 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

水泥道路、 内容丰富生动的文

化墙、错落有致的村民住宅，呈

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美丽画

面。 康山垦殖场大力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 以建设美丽宜

居村庄为导向， 以生活垃圾处

理、污水治理、绿化美化亮化为

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量，整合

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全面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打造

村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筑好乡村“ 小路”，铺就幸

福“ 大道”。“ 砂土路变成柏油

路，我们上街赶集、下田干活，

方便多了！”说到家门口的这条

道路， 康山垦殖场莲池村民黄

月琴高兴得合不拢嘴。 乡村振

兴，道路先行。建好、管好、护好

乡村公路， 是促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一步， 也是提升百姓

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民生工程。

近年来， 康山垦殖场扎实推进

乡村道路硬化、窄路面拓宽、安

全防护、道路景观工程建设，不

仅实现了“ 村村通”“ 组组通”，

更是将道路修到村民家门口，

实现农村道路“ 户户通”，有效

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 巩固了

脱贫致富步伐，助推乡村振兴。

培育乡风文明， 助力乡村

振兴。金秋十月，走进康山垦殖

场糯米咀社区， 只见道路通畅

有序、门前屋后干净整洁、文化

墙精美雅致……文明乡风扑面

而来。近年来，康山垦殖场将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基础，通过典型示范、移

风易俗、文明实践，推动农村从

“ 一处美”向“ 一片美”、从“ 环境

美”向“ 生活美”、从“ 外在美”向

“ 内涵美”转变，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大内生动力。

（ 白贤才 韩海建）

扮靓“颜值” 筑好“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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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上饶在行动

爱 我 家 乡 爱 我 上 饶

中心城区首次“洁净工程”考评结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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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纪实

深秋时节，行走在玉山县四股桥乡山塘村，只见道道山

隘翠连黛接，潺潺清泉淌流不息，青砖红瓦相映其间，好一

幅浑然天成的灵山秀水，好一派夺人心魄的美景。

如此秀美的山水画卷， 得益于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与

秀美乡村建设相结合， 这是当地群众发自内心的赞语。

“ 一到周末，很多城里人都来村里游玩，夸我们村里美，现在

我们村也算是‘ 网红’村了。 ”谈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一脸

自豪。

四股桥乡山塘村背靠太甲山，因四周环山，形似水塘，

故名山塘。 村民沿大西河两岸居住，群众生活生产用水依

靠流经本村的大西河水。

2016

年山塘村以实施农业综合开

发水土保持项目为契机，把“ 太甲逸境、清秀山塘”作为目标

定位，做足山水文章、田园文章。

以小流域为单元，通过开展封禁管护、植树造林、退耕

还林、坡改梯等措施，合理配套沟、凼、池涵养水源，治理水

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对进入大西河的西坑水、东源

水河岸进行整治，兼顾景观、生态、水土保持等多种功能，修

建小水陂、护岸，种植菖蒲、再力花等净化水质的植物，使径

流进入大西河前起到过滤和缓冲的作用，拦截泥沙，提高水

源的含氧量。 几年来全村造林绿化

5000

多亩，做到路边为

景观林，庭院为果木林，山上为用材林和油茶林。 村里聘请

了

2

名护林员守护全村山场， 严禁村民进山砍伐树木和放

牧。 植被得到了保护，森林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有效控制

了水土流失。

进行垃圾整治，打造清洁村庄。围绕村内生活垃圾不落

地的目标，购置了

4

辆封闭式垃圾运输车和

960

个垃圾桶，

设定了

26

个垃圾收集点，方便群众倒垃圾和转运垃圾。 聘

用了

7

名保洁员，全天候保洁全村的环境卫生。

改水改厕，治理村庄污水。对村内的猪栏、牛栏、露天厕

所等，一律予以拆除，实现了人畜养殖分离。 每家每户兴建

有防渗措施的三格式化粪池，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

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村民生活用水方便、卫生、安全，河道

水质达到二类标准。

减少面源污染，以农家肥为主减少化肥投入，山塘、水

库一律实行人放天养。同时注重文化建设，恢复了传统的庙

会文化舞台，打造了百亩荷花和油菜花观赏区，修建观赏游

步道

3500

多米。

2018

年央视《 唱响新时代》栏目组在山塘

村录制了一场大型文艺演出节目。

如今的山塘村，放眼望去，房前屋后一片洁净，道路硬

化宽敞，黑臭水沟不见了，人在画中走、车在林中行、清泉绕

村流， 俨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卷。 一到节假

日，村民们在自家门前支起摊位，把自家产的红薯干、葛根

粉、绿豆、土鸡蛋等向游客售卖，既满足了游客们追求健康

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创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昔日藏于“ 深闺” 不为人知

的小山村， 如今实现了“ 美丽” 嬗变， 不仅吸引着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 更勾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回乡创业的热

情。 现在村里建成了一个年发电

40

万千瓦的光伏电站和

一个

10

亩菌菇种植基地， 山场油茶林面积达到

3000

多

亩， 信木柚、 马家柚、 板栗林种植面积

500

多亩， 村里还

成立了乡村旅游公司，

2020

年山塘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0

多万元， 人均收入

1.2

万元， 户均收入

3.9

万元， 带动

了

160

户农户受益。

（ 丁奕然 翁学先）

鄱阳讯“ 感谢政府的好政

策，给我们家属减轻了负担、为

我们家生活提供了优质保障！”

日前， 鄱阳县凰岗镇东溪村黄

仕欢拉着鄱阳县医保局副局长

汪国华的手激动地说道。

黄仕欢儿子因车祸导致高

位截瘫、自理功能完全丧失。正

当全家为儿子的事发愁时，长

期护理保险政策送上了门。 黄

仕欢扳着手指向笔者算了一笔

明白账，“ 每月亲情护理‘ 长护

险’

900

元，还有定期专业护理

培训以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上门服务， 有了这么好

的政策，我就放心了”。

提升生存质量、 找回生命

尊严，是“ 长护险”送给每一位

失能人员最温暖的礼物。“ 以

前，因为生活不便，我时常情绪

不好。 现在有护理人员来帮我

按摩、做关节护理，我感觉身体

状态好了不少 ， 心情也好很

多。”同样是失能人员的程老先

生不断称赞道， 还缓缓举起右

手做出点赞手势。 在目前老龄

化日渐加深的状况下， 一个家

庭出现一个失能人员对全家来

说，不仅是精力的考验，也是财

力的考验。

作为社会保险的 “ 第六

险”，“ 长护险”不仅可以满足失

能、 半失能人员的日常照料需

求， 也可以缓解失能人员家庭

的照料压力。 据悉， 鄱阳作为

“ 长护险”的试点县之一，经过

实践探索， 已实现覆盖全县近

130

万参保人， 享受待遇的人

数，从

2017

年的约

592

人扩大

到

6204

人 ， 支付基金

2113.3

万元， 让更多失能人员基本告

别“ 护理辛劳”“ 经济窘境”，切

实享受到医保带来的便利。

（ 曹吟）

将 心 比 心 终 端 检 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需要扎扎

实实的具体举措。中心城区开展“洁

净工程”竞赛活动，通过比洁净、赛

形象的方式， 让各街道、 各农贸市

场、各小区都出来“亮一亮”，“晒一

晒”。 这个做法很好。 我们欣喜地看

到，一些街道、农贸市场、洁净小区

成功入选， 说明他们在开展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 建立健全环境卫生长

效管理机制， 提升环境洁净水平上

作出了成功的探索， 取得了效果，

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同时，

还有街道、 农贸市场、 小区被列为

“不干净街道 （乡镇）”“不干净农贸

市场”“不干净小区”， 这些街道、市

场、 小区的责任部门要立即查清问

题所在， 知耻而后勇， 以此次评比

为契机， 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

整改。 （ 素琴）

近年来，基层作风建设走向深入，基层干部队伍的

责任心、执行力得到群众认可。但在一些地方，基层政府

工作事务杂、体量大，忙闲不均、人员闲置的现象依然存

在。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少数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成

了基层闲人，目标不清，对考核任务漠不关心，卸掉拼劲

的同时也放下了责任。 这给基层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需要及时予以纠正。

上推下卸的“二传手”，升迁无望的“老前辈”，得过

且过的“隐形人”，有苦难言的“背锅侠”，徒劳无功的“大

头兵”，这五种基层闲人画像可谓入木三分。 现实中，有

的基层干部习惯性把工作推给年轻人， 经常做甩手掌

柜；有的觉得晋升无望，只想“平平安安占位子，浑浑噩

噩混日子”， 只求无功无过； 有的年轻干部缺乏社会历

练，不求实现多大的人生价值；有的直接领导推责任，一

般干部受处分，导致积极性受挫；还有的因为任务分配

不合理造成干部们忙闲不均……凡此种种，不仅影响基

层治理的效率，更成为作风建设的“中梗阻”，干扰基层

干事创业的主动性。

干部干事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业呈现的状

态。 基层干部身处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执行政策第一

线，更应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昂扬的奋斗姿态履职尽

责、担当作为。 应该说，基层闲人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原

因是多样的。 主观来看，一些干部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面对工作推三阻四，面对任务能躲就躲，面对难题避之

不及，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总开关拧得不够紧。 客观来

看，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容易忙中出乱，由于容错纠错机

制的不健全、分配工作不均衡等原因，导致了一些基层

干部“被动”成为闲人。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干与不

干一个样，甚至不干的比干的升得还快，干多错多，有好

处就抢，没好处就推，最后大家都不想干了”。由此来看，

破除基层闲人现象，既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提

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课题。

找到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闲人之闲，闲在责任心缺

乏、作风漂浮，正因如此，压实责任是关键。 一方面要加

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深刻认识到“为官不为”的危

害，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着力增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责

任心和行动力。 另一方面要从日常管理、考核督促上下

功夫。 各级领导班子要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对基层干部存在的不作为不担当、当闲人现象要及时发

现、及时纠正。 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当“好好先

生”，或碍于情面轻描淡写，或“蜻蜓点水”不动真格，这

种做法坏的是风气、是事业。 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坚

持以上率下，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层层压实责任。

制度具有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 破除基层闲人现

象，还要在制度建设上见真招、求实效。 现实中，一些基

层干部“铁饭碗”意识仍然较强，认为“进门难，出门更

难”。 这种错误意识助长了思想上的懈怠、 行为上的懒

惰，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破解。 比如在干部考核上，要进

一步落实制度规定，形成导向正确、措施科学、考准考

实、简便管用、促进科学发展的考核指标，坚持考核结果

与奖惩挂钩、奖罚分明的原则，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

者汰的机制， 对那些作风漂浮、 甘当闲人、 考核不达

标的，该调整就要调整。 再比如针对“被动”成为闲人的

现象，要贯彻落实好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让干部们轻装

上阵。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

启，无论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抑或是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都需要提高基层治

理水平、需要各级干部担当作为。 破除基层闲人现象，让

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这是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

绩的必有之举。

(

沈若冲

)

本报讯 记者张东红 见习记者徐素琴报道：为巩固我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深入推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我市在中心城区启动洁净街道（ 乡镇） 、洁净农贸市场、洁

净小区、洁净道路、洁净公园等五项“ 洁净工程”系列竞赛活

动。

10

月

28

日，我市首次中心城区“ 洁净工程”系列竞赛活

动的考评结果已经出炉。

洁净街道（ 乡镇）有：城区组的丰溪街道、西市街道、水南

街道；城郊组的大石街道、下溪街道、灵溪镇。

洁净农贸市场有：城东农贸市场（ 信州区） 、城南农贸市

场（ 广丰区） 、民主农贸市场（ 信州区） 、铁路新村农贸市场（ 信

州区） 、旭日农贸市场（ 广信区） 、裕丰菜市场（ 广丰区） 。

洁净小区有：兴旺名都（ 广丰区）、信江府（ 广信区）、友邦壹

号公馆（ 信州区）、兴旺名苑（ 广丰区）、万达华府（ 信州区）、熙龙

湾（ 广信区）、红海外滩（ 信州区）、信江印象（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

区）、怀玉谷（ 信州区）、建亨上东城（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等。

洁净道路有：信州区东市街道紫阳南大道（ 五三大道至

凤凰大道） ，经开区兴园街道武夷山大道，广丰区丰溪、大石

街道芦洲大道，信州区北门街道广信大道（ 吉阳中路自至滨

江西路） ，广信区旭日街道滨江西路，高铁试验区灵溪镇站前

大道，广丰区下溪街道迎宾大道，信州区北门街道广平街，经

开区兴园街道凤凰西大道，广信区旭日街道稻花路。

洁净公园有：市民公园、西溪湿地公园、龙潭湖公园、廉

政公园和槠溪湿地公园。

经过评比，排名靠前的将获得“ 洁净街道（ 乡镇） ”“ 洁净

农贸市场”“ 洁净小区”“ 洁净道路”“ 洁净公园”称号，并获得

相应经费奖励，排名靠后的将被命名为“ 不干净街道（ 乡镇） ”

“ 不干净农贸市场”“ 不干净小区”“ 不干净道路”“ 不干净公

园”，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做好新冠疫情常态

化防控， 每个人都

是第一责任人

出门随身带口罩，

坚持规范戴口罩

11

月

2

日起，市

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

法局组织卫生监督

员， 对市中心城区医

疗机构进行疫情防控

督导检查， 进一步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王调翁 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