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使用公厕内的门把手、 冲厕按钮等高频接触的公共

设施时，建议垫一层纸巾后再操作。

尽量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不要在厕所内咳嗽、

咳痰、吐痰，爱护厕所的公共卫生。

如果是坐便器，使用完后将盖子盖上再冲水。

上完厕所后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 或使用手消毒剂消

毒双手。 在此之前，不要用手触摸口眼鼻。

若如厕时携带手机，建议之后对手机进行消毒。

成 功 在 于 奉 献 ， 平 凡 造 就 伟 大

信 江 时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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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知识

信州区全力保障居民燃气供应

德兴讯 初夏时节， 德兴市花桥镇花桥村艾草种

植基地一片绿意盎然， 一株株艾草随风摇曳， 散发

着沁人心脾的艾香。 这一常见道地药材乘着乡村振

兴的东风， 摇身一变成了花桥百姓的“ 摇钱树”， 为

花桥镇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花桥镇是全省首批四个热敏灸小镇之一， 早在

2019

年， 就以花桥中心卫生院为中心， 在全镇范围

内建立“ 一中心七站点” 的热敏灸服务体系。

“ 我们热敏灸服务推出也有很多年了， 很多老

百姓切实感受到了热敏灸带来的好处， 都自觉自发

的来站点做艾灸。” 园林社区的热敏灸志愿者老叶笑

着说， “ 有时候， 还有不少外地人大老远跑来， 就

为了体验一下。” 不仅仅是园林社区热敏灸服务站受

欢迎， 多年来， 该镇各站点艾条、 艾柱也都供不应

求。

为破解这一难题， 花桥镇将眼光从“ 求购” 转

变为“ 自供”。 该镇党委书记多次带队前往婺源等地

考察学习， 了解艾草习性及种植要求， 结合花桥实

际 ， 与江西鄱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

以花桥镇各村 （ 居） 为主体， 引导域内居民通过土

地流转及劳力入股等方式， 建成艾草基地

6

个， 辐

射

300

余亩。 为进一步保障村居利益， 激发百姓种

植热情。 对于种植艾草的村 （ 居） 和个人， 由花桥

镇提供

780

元

/

亩的种植补贴， 同时， 与江西鄱艾公

司达成收购协议， 明确艾草成熟后， 由公司以不低

于市场价格进行收购。 并聘请公司技术人员做顾问，

免费为村 （ 居） 和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管护服务 ，

彻底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 艾草种植投资少、 见效快， 长成后， 一年可

以收割三到四次， 每亩艾草的纯收益可达

2000

元左

右， 一年就可以带来接近

40

万元的收入。” 江西鄱

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徐卫忠细数着种植艾

草可带来的客观收益。 据了解， 艾草除了能做成艾

条、 艾柱供艾灸使用， 还可以制成艾枕、 艾被、 精

油等等一批附加值高的衍生产品。 为进一步释放艾

草种植产业红利， 花桥镇积极引进江西旺艾有限公

司， 主要生产艾灸条、 艾足浴汤包等系列产品， 实现

了花桥镇艾草产品种植、 生产、 销售一体化运营。

（ 詹求昊 汪涵秋）

信州讯

5

月

7

日下午

16

时

42

分， 信州区新越燃

气配送中心接到用户求助电

话， 求助人舒先生表示家中

燃气即将用光， 但因为居住

小区实行静态管理无法出门

灌煤气， 请求工作人员帮忙

解决“ 燃”眉之急。 接到求助

电话后， 新越燃气配送中心

立即行动， 安排正在值班的

刘荣洪师傅为舒先生上门配

送。在舒先生小区卡口，刘师

傅向值守人员说明了情况，

并通过他们将罐装燃气转交

到了舒先生手中。 接过燃气

罐的舒先生激动地连声说了

三次感谢。

据了解， 为了解决疫情

期间广大市民群众的“ 燃”眉

之急， 信州区委区政府紧急

召开工作调度会， 为区内主

要燃气配送公司新越燃气发

放了特别通行证明， 并要求

公司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闭

环上班， 全力保障所配送区

域居民液化石油气的正常供

应。

无独有偶， 家住带湖花

城小区的王先生也面临无气

可用的情况。 王先生家里使

用的是管道煤气， 由于没有

充值设备王先生充不了燃气

费， 幸好大通燃气工程有限

公司安检员黄丽花及时赶

到 ， 王先生成功充值了

50

立方的燃气费 。 这边才办

好， 安检员黄丽花又接到一

户居民的求助电话需要充

值， 她立即前往该处， 通过

协调， 将充值设备送到了用

户手中。

大通燃气负责人朱明表

示，疫情防控期间，市民如有

用气需要可通过线上方式进

行充值。用户只需关注“ 上饶

燃气”公众号或扫“ 码上办”

二维码， 连接充值易设备操

作，即可实现足不出户充值。

如无设备可拨打燃气公司

24

小时服务电话

7106726

登记或联系片区抄表员，燃

气公司会第一时间提供上门

充值服务。据了解，针对普通

机械表用户， 燃气公司在疫

情期间实行欠费不停气机

制， 用户不必担心欠费停气

问题。 用户设备如需维修可

拨打燃气公司

24

小时抢修

电话

8217272

， 公司工作人

员将第一时间持通行证上门

服务。

（ 韩啸）

横峰

加强宣传 防范食用野生蘑菇中毒

横峰讯 近期， 随着气温升高、 雨

水较多， 野生蘑菇生长迅速， 也是群众

容易误采、 误食野生蘑菇的多发季。 为

防范食用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增强

群众防范意识， 横峰积极开展野生蘑菇

中毒预防宣传工作。

强化市场监管 ， 严防野生蘑菇流

入。 该县市场监管部门安排执法人员每

天对农贸市场、 超市、 餐饮单位等经营

场所进行检查， 要求做好进货查验、 索

证索票制度，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 严防野生蘑菇流入市场和餐桌。

多措并举， 强化宣传。 各乡镇 （ 街

道、 场、 办） 组织协管员、 信息员实行

网格化宣传， 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悬挂

横幅、 张贴宣传报、 发放宣传单， 挨家

挨户上门宣传、 签订 《 预防野生蘑菇中

毒告诫书》 ， 在各医院 、 药店 、 超市 、

企业等有电子屏的场所滚动播放禁食有

毒野生蘑菇宣传标语。

下一步， 该县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

强化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宣传工作， 杜绝

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发生。

（ 余琳）

铅山讯 连日来， 铅山县城鹅湖大

道中段、东段和信州西路等铅山县一批

重点市政民生工程正在火热施工中。

据了解，县城鹅湖大道中段、东段

改造工程是县委、县政府今年确定的重

点市政民生工程，主要由立面改造和路

面改造两部分组成。 截至目前，立面改

造已完成黄岗山大道段至复兴大道段，

正在施工的是复兴大道段到九阳大道

段。

在路面改造部分， 施工人员也严

格按照施工计划横断图的要求， 依据

处理路面病害、 铺设管线、 完成隐蔽

工程和摊铺沥青路面的规范程序展开

“ 大兵团” 施工作业。

进入五月份以来，施工人员按照“

8

月底完工”的总体要求，也积极克服材

料运输、人手不足、施工场地狭窄等困

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奋战在信州西

路改造工地，做到了改造不停工、施工

不停工。

目前，从新华书店到天街对面弄口

这一段， 工程雨污水管已全部下地，自

来水管也已经铺设完成。 （ 汪进）

建议大家

在家中上完厕所后再出门，避免使用公共厕所，或者减

少使用公共厕所的次数。

如需使用公共厕所，请全程戴好口罩，减少在公共厕所

内的停留时间，更不要在厕所内吸烟。

公厕使用防护措施

“我愿意一辈子拎着工具箱， 走在为人民服务的

第一线。” 作为扎根基层一线的电力工人， 钱海军用

23

年的执着付出， 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 成为老

百姓最信赖的 “点灯人”。

换灯泡、 修电表、 修电器、 通马桶……

365

天 “在

岗 ”，

24

小时 “开机 ”，被

100

多位孤寡老人当成 “亲儿

子”，完成

2.5

万个小时志愿服务。 心无旁骛淬炼技能，

一心一意奉献社会。从电力服务出发，又不止于电力，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小小工具箱，浓缩的是日积月累的精

湛技能，凝聚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在生活工作的时时处处， 浸润 “以人民为中心 ”

的理念， 给千家万户送去光明、 送去温暖； 用年深日

久的实干， 展示出打动人心的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在一个优秀产业工人的情怀中， 可以看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政治品格， 看到扎根基层、 埋

头苦干的职业操守， 看到无私奉献、 为民服务的道德

情操。

无论风华正茂， 还是头发花白， 为民服务的精神

不老、 情怀常新。 在奋进新征程的伟大时代， 无论身

处何地，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有发光发热的机会，

都有成才、 出彩的舞台。 “幸福源自奋斗、 成功在于

奉献、 平凡造就伟大” 的价值理念， 正在中国大地得

到源源不断的生动注解， 将被来自火热生活的无数鲜

活故事接续谱写。

心中有人民， 肩上有担当。 立足本职岗位， 心系

万家灯火， 将 “小我” 融入服务民生福祉的 “大我”，

每一个共产党员、 每一位劳动者都可以成为促进共同

富裕、 人和社会全面发展道路上的 “点灯人”。

（新华社记者 方益波 朱涵）

5

月

5

日， 余干

县三塘乡神埠村千亩

油菜基地， 村民正驾

驶机械收割油菜。 目

前， 余干县

14.22

万

余亩油菜长势喜人 ，

颗粒饱满， 农民们正

抓住当前晴好天气 ，

加紧收割， 确保增产

增收。

韩海建 何冠安

摄影报道

铅山

稳步推进重点市政民生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