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兴讯 为进一步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点燃党员和

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形成“ 党

员带头， 群众参与” 的良好氛

围，德兴市海口镇积极开展“ 党

建引领、融入中心、发动群众、

干在实处、 争做表率” 系列活

动， 推动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

亮身份，树形象。提倡无职

党员参加活动时佩戴党员徽

章，有职党员工作时佩戴党员徽

章。 通过公开亮明党员身份，树

立党员形象，强化党员的党员意

识、责任意识、先进意识、监督意

识，让党员深深感到“ 我是党员

我光荣”。 开展党员挂牌活动，为

全镇

365

名农村无职党员悬挂

“ 共产党员户”标识牌，将党员的

个人荣誉上升为家庭荣誉，推动

党员公开亮身份， 处处当先锋、

事事作表率。同时为所有无职党

员发放学习笔记本、党徽、党章

等，引导广大党员进一步自觉加

强党性锻炼。

设岗位，定责任。通过设岗

定责，使无职党员“ 无职有位、

上岗有为”，形成“ 党员带头，群

众参与”的良好氛围。共设置政

策方针宣传、党务村务监督、社

会治安维护、公共事务服务、科

学技术推广、 扶贫帮困爱心等

7

大类党员和群众岗位， 由党

员群众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及专

长自主选择岗位。以一岗一人、

一岗多人或多人一岗的形式，

凝聚发展合力。

做服务，践初心。组建党员

和群众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助

难帮困、门前三包志愿、镇村项

目建设监督等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结对帮扶活动引导党员志

愿者为困难群体提供人性化、

个性化服务； 围绕农村环境整

治， 大力宣传文明观念和环境

保护知识， 引导和鼓励百姓主

动加入环境整治活动； 聚焦村

（ 居） 计划建设及在建项目，邀

请党员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监

督，打通监督“ 最后一公里”，撬

动基层“ 大治理”。

（ 郑建宇 邵德初）

一、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

(4

个

)

1.

上饶市信州区消防救援大队

2.

江西华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

江西和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上饶市婺源县益和茶业有限公司

二、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12

名

)

1.

蔡建军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上饶供电分公司变电运行中心茅家岭变电

运维班班长

(

助理工程师、高级技师

)

2.

张家麟 江西省德兴市花桥金矿有限责任公司采场技术副场长

3.

吴秀丽

(

女

)

上饶市玉山县通达商务服务公司客服部主管

4.

叶声国 上饶市广信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5.

李 楠 上饶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主任、心内二科副主任

6.

张 琴

(

女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上饶分公司集团客户部—集客

业务管理（ 高级）

7.

蒋龙良 上饶市德瑞达户外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打样师傅

8.

刘 刚 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场长

9.

吕辉福 上饶市科特五金有限公司抛光车间主任

10.

张 力 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11.

朱 江 江西正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2.

徐惺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公司政企客户经理

三、江西省工人先锋号

(7

个

)

1.

江西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

2.

瑞旭实业有限公司铝型材制造部挤压车间

B

班

3.

中科伟通智能科技（ 江西）有限公司精进先锋车间

4.

江西东方豹实业有限公司复合衬套事业部

5.

上饶市余干县嘉宇纺织有限公司纺纱运转班

6.

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饶机场分公司安检护卫部怀玉卫士班组

7.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水泥厂熟料车间中控班

为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3

月

23

日，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入驻市中心城区的两大网络订餐平台

美团、饿了么进行“守底线、查隐患、保

安全”食品安全专项督查。此次督查重

点是网络订餐平台制度的建立及落实

情况、入网餐饮单位资质审查情况、送

餐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情况、 送餐人员

卫生情况、培训情况、配送容器的安全

性、配送容器的清洗消毒等方面。

记者 王调翁 摄

“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人们常听说

有很多好婆婆、好媳妇，但是孝

敬大伯哥的好弟媳却很少听

说。 在玉山就有这样一位好弟

媳，她就是“ 玉山好人”荣誉获

得者王水芹。

擦脸洗脚、端茶喂饭、翻身

换被褥……这个特别温馨的场

景， 几乎每天都在玉山县樟村

镇方村社区一幢普通民房里出

现。 今年

56

岁的王水芹，是当

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 ，

37

年

来， 她悉心照料丈夫失明的哥

哥，一日三餐、洗衣铺床、病时

护理，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今年

77

岁的大伯哥名叫

程春标，家中姊妹七个，排行老

三，

4

岁的时候，因为痢疾发烧

导致双目失明， 所以没有进过

学堂，

19

岁还失去了可依赖的

老母亲， 就这样跟着经营铁匠

铺的老父亲和最小的弟弟程春

桂相依为命。 自从王水芹与程

春桂结婚那天开始， 她就开始

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程春标生活

起居的职责。

程春标牙口不大好， 王水

芹就给他做些可口清淡的饭

菜；不爱吃米饭，她就换着花样

地做面食。 程春标居住的房间

她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在王水

芹精心的照顾、关心下，程春标

的被褥整天干干净净的， 从头

到脚的衣服里外也都是干净、

整洁的， 每当亲戚邻里来看望

程春标时， 他都会激动地向他

们诉说， 这都是弟媳妇的功劳

啊！

俗话说“ 老小孩、小小孩”。

年迈的程春标老人经常会耍一

些小脾气， 偶尔也会像小孩子

一样不喜欢吃饭， 这时的王水

芹就会想方设法哄他。

王水芹精心伺候着大伯哥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不厌烦。

她说，大伯哥双目失明，过得不

容易， 我们一家人这样齐心协

力照顾他， 别的不说， 吃饱住

好，过得舒心一点，我们总能做

得到。

大爱有传承，王水芹的女儿

也延续了母亲的孝道。女儿程青

现在是樟村一所完小校长，每天

下班回家，她也会帮着母亲照顾

大伯，端饭、洗衣、陪老人出去散

步，一家人其乐融融。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农家妇

女， 王水芹没有感天动地的事

迹， 她只是埋头做着她认为该

做的事，把“ 孝”字深深地刻写

在自己的人生字典里， 抒写着

“ 孝”的朴实与无华。

(

王耀忠

)

让“外卖” 吃得更安全

“ 云 端 ” 年 检 记

保护地下水 守好“生命线”

信 江 时 评

要闻

２０22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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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叔，来，对着手机镜头眨眨眼！ ”

3

月

19

日上

午，广信区中坂村村民吴修灯在家门口进行年度认证，

他破天荒地听从“ 小年轻”吴业威的吩咐，认真地对着

镜头眨了眨眼。

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年

67

岁的吴

修灯年轻时在外面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在村小组里

也算小有名气。虽然他时常喜欢和吴业威这样的“ 小年

轻”聊天，但言语里总透着优越感：“ 你吴叔年轻时外面

跑得多，那可是一个见多识广啊，过的桥都比你们这些

年轻人走的路还多。 ”

但是这次，又是他以前不大瞧得上的“ 小年轻”帮

了他大忙，解决了他的烦心事。

原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检

时间。以往，他都是拉着老伴到镇里指定的场所去照相

认证。 再后来，可以用微信认证了，他就带上手机跑到

村里去，让村里的年轻人帮他进行年度认证，顺便和村

里的老伙计聊聊天。可是因为去年摔了一跤，腿脚不方

便了，加上近期雨水多，更不方便走动。

“ 老头子，我们都不会用手机认证，还是让村里的

小伙子帮帮忙吧！ ”当天一大早，吴修灯想起昨晚和老

伴的对话，慢腾腾掏出手机给以前老听他“ 传经”的村

干部吴业威打电话。

吴业威接到电话，答应得很爽快：“ 吴叔，我上午刚

好有事要到你们村小组去，待会就到您家帮您认证。 ”

上午

9

时左右，吴业威来到吴修灯家里：“ 叔，我来

了。 我们到外面去认证吧，外面光线更好。 ”

老吴跟随吴业威来到了屋外， 看到小吴拿着他的

手机，熟练地打开支付宝，随后进入赣服通、社保页面，

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话。

“ 叔，您的已经好了。 婶在家吗？ 我帮她一起办好

来。 ”不到两分钟，“ 乖乖”听话的吴修灯就完成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金年度认证。

“ 你婶去镇里买菜了，没这么快回来。 等回来我叫

她自己去村部年检。”吴修灯这时又恢复了以前神采飞

扬的样子，“ 你先坐下来喝点茶， 我跟你讲下我年轻的

事，那时我办事也是这么麻溜的！ ”

“ 没事，晚上我再过来帮婶办。 ”吴业威微笑着说，

“ 村里还有事情在等着我呢！叔，茶就不喝了，有什么事

跟我打电话就是。 现在我们区里赣服通广信分厅

4.0

都正式运行了，

160

个事项都可以上线办理了。 今年可

办事项将达到

200

项了，可方便啦！就像我今天跟您办

的一样，叫做‘ 云端’办事。 ”

看着小吴远去的背影，老吴还在琢磨着“ 云端”二

字。

（ 黄宗振）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届“世界水日”，也是第三十五

届“中国水周”第一天，我国今年的主题是“推进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地下水超采总体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地

区超采问题严重。 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华北地区和

全国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方案。

保护地下水，必须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

主义。要把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加

强工作协同配合，统筹多方水源。 抓好区域节水、水源

置换、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深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

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强化节水监督和管理，健全

节水标准体系，把节水行动真正落到实处。

保护地下水，要打攻坚战，也要打持久战。 推进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不能一蹴而

就。 做好持久作战准备，综合施策，加快解决地下水过

度开发利用问题，还水于河，藏水于地。

保护地下水，必须坚持节水优先，精打细算用好水

资源。发挥水资源的刚性约束作用，划定地下水开发利

用的上限，守住地下水保护的底线，推动经济社会以水

定需、量水而行。地下水超采区更需要将经济活动严格

限定在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范围以内， 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更加节水、更加环保和可持续。

保护地下水， 必须全民节水， 珍惜用水。 实现水

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 既需要相关行业部门协调联

动、 密切配合， 更需要全体公民树立节水理念、 转变

用水方式。 聚滴成河， 保护生命之源， 守好地下水

“生命线”。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上饶市 2022 年江西省五一劳动奖和江西省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公示

根据 《关于推荐评选

2022

年江西省五一

劳动奖和江西省工人先锋号的通知》（赣工办

发〔

2022

〕

3

号）要求，为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 现将我市

2022

年省五一劳动

奖和省工人先锋号拟推荐对象名单公示如下

（名单附后）。 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2022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30

日）。公示期间，凡对公示对

象持有异议者，请在

3

月

30

日

17

时前向上饶

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反映 （提倡实名反映问

题）。

电话：

0793

—

8258696

地址：上饶市三清山大道

555

号蓝山国际

邮编：

334000

上饶市总工会

2022

年

3

月

23

日

上饶市

2022

年江西省五一劳动奖和江西省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玉山好弟媳悉心照料大伯哥 37载

海口镇：

党员做表率 有位促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