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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临时销售点让农产品流通活起来

蓝莓“种”出新希望

本报记者 蔡晓军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信 江 时 评

本报讯 汪进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任晓莉报道：

“ 以前卖点东西躲着卖的，现在这市场放开了，东西一下

子就卖掉了，很方便。 ”一大早，设在铅山县城人民路上

的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就热闹了起来，家住新滩乡占村村

的菜农徐火明早早地将自家塘里养的小龙虾拿到这里

售卖，活跳新鲜的龙虾瞬间吸引了前来买菜的市民。

铅山县城管局以服务群众作为工作重要内容，着

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通过设立农产品自

产自销临时销售点的形式， 打通了菜农卖菜和市民买

菜的最后“ 一公里”。 设立临时销售点在解决了菜农卖

菜难问题的同时，也方便了周边群众。市民何振辉家住

万盛花园小区，农产品临时销售点成了他每天的“ 打卡

地”。“ 大家觉得在这里买菜也很方便，价格也很实惠，

确实方便了广大老百姓。 ”何振辉说。

今年

1

月设立的铅山县城人民路农产品临时销售

点占地面积约

3600

平方米，投资金额近

4

万元，目前

可容纳

200

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 我们城西中队安排

了

4

名专职队员，分上下午两个班对场地进行维护。早

上六点钟两名专职队员进入场地，维护现场秩序，加强

卫生保洁工作。”铅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城

西中队长韩毛仔说道。

据了解，原先农户摆放农产品销售，影响了县城的

道路正常通行和环境卫生， 成为城市管理的痼疾。 去

年，铅山县城管局就自产自销农户“ 安家落户”问题多

次进行专题研究，做好了现场勘查、部门对接、平整场地

等工作，使他们早日搬到“ 新家”，实现市容民生双赢。

“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以及自产自销农

产品销售点农户的实际需求，不断提升我们的服务管理

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广大农户和广大市民。 ”铅山县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敏君表示。

6

月

1

日早上， 鄱阳县侯家

岗乡船湾村蓝莓种养专业合作社

基地内， 一排一排蓝莓树枝头挂

满果实， 三五成群的市民正拿着

篮子，享受采摘乐趣；基地外停满

了车辆，有的是采购商的，有的是

市民自驾的，显得格外热闹。

“ 今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孩

子放假， 一早就带他过来看看蓝

莓果是怎么生长的，既活动手脚，

也增长见闻，孩子玩得很开心。 ”

鄱阳市民刘博说道， 早上来的人

不少， 大多都是家长带着小孩过

来体验采摘乐趣的， 采摘的果子

卖

49

元一斤。 在基地可以玩半

天，对孩子来说也蛮有意义的。

船湾村位于鄱阳北部山区，

有村民

2800

余人， 是乡村振兴

“ 十四五”重点村。 村里产业基础

薄弱，青壮劳力以外出务工居多，

2019

年建立的船湾村蓝莓种养

专业合作社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产

业项目 。

2021

年 ， 上饶海关确

定为该村定点帮扶单位后， 该关

驻村第一书记杨云柯多次深入调

研， 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之路， 决

定帮助船湾村做大做强蓝莓种植

业。

在了解到合作社想扩大种植

规模但缺乏资金时， 杨云柯先后

多次奔跑于县乡两级有关部门之

间，了解产业发展奖补政策、吸纳

脱贫户补贴情况， 积极帮助合作

社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40

余万元。

按生长周期， 今年是基地蓝

莓树首次挂果， 但年初受冰冻雨

雪灾害天气影响， 部分果树御寒

棚倒塌，如果不及时修复，将严重

影响果树产量。 杨云柯获知情况

后，随即与村“ 两委”干部冒着严

寒，协助合作社及时抢修，将果树

受灾受损情况降到最低。

蓝莓采摘时间为

5

月中下旬

至

6

月。 考虑到合作社采取固定

客户上门收购的模式过于单一，

销售收入不高，还容易滞销，杨云

柯建议拓宽销售渠道，多管齐下，

采用多元化的销售策略。 杨云柯

帮助合作社在县乡周边广做宣

传，拓展自助采摘模式；同时利用

自身熟悉计算机网络的特长，帮

助在抖音、 淘宝等平台注册店铺

账号， 与本地快递公司洽谈合作

事项，推广网络销售。

现在， 蓝莓基地已发展为种

植面积

50

余亩， 年产蓝莓鲜果

10000

斤，直接经济收益

50

余万

元。同时以合作社为纽带，带动周

边农户

30

余户参与生产和经营，

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 也让村里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产业兴旺、

生活富裕的希望。

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地各有

关方面要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努力以

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当前，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各类事故隐

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今年以来，受世纪疫情和复杂

外部环境冲击等因素影响，交通、建筑、煤矿等方面安

全事故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有的地方在

规划布局、 承接产业转移工程建设等方面安全把关不

严，有的企业不顾安全盲目增产扩容甚至违法乱干，对

此要坚决予以纠正。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目

前，全国正在深入开展安全大检查，国务院安委会组织

16

个综合检查组进行综合督查， 并同步开展国务院

2021

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及

国务院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考核。 各地各有

关方面务必要高度重视、 抓紧推进， 既要发现指出问

题，又要帮助解决问题，坚决避免隐患排查走过场、问

题整改流于形式，确保安全生产大检查取得实效。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在当前形

势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在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和稳控安全生产形势上取得双胜利，

切忌单打一、一刀切。

各地各有关方面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 以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成效

服务稳经济、防疫情大局，全力保障经济社会运行平稳

有序。

（ 刘夏村）

玉山讯 近年来，玉山县积极

防范、化解养老服务诈骗问题，净

化养老服务领域生态环境， 严厉

打击整治养老服务领域诈骗行

为，让老年人享受安全、优质的养

老服务。

作为职能部门， 玉山县民政

局强化领导，制定并印发《 打击整

治养老服务领域诈骗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 ，明确了专项行动工作要

求和措施。 全面排查整治全县养

老服务诈骗问题， 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预防、早处置、早化解。将养

老服务机构、 社区养老服务站点

作为宣传重点， 从根源上防范和

化解风险问题， 全面压降养老服

务诈骗存量风险、 全力遏制新增

风险。 同时，充分发挥社区、村委

会干部及综治网格员作用， 在社

区、 村人口聚集的公共区域和各

小区重点出入卡口以及老年人常

去的休闲场所周边，以挂横幅、宣

传栏、电子屏、贴宣传画、板报、开

主题会等多种形式，围绕“ 非法集

资的社会危害性、 主要表现形式

和特征、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进行

宣传普及，提醒老年人及亲属，不

为高额回报所诱惑， 不参与非法

集资，守好老人的养老钱。

在认真排查的基础上， 分类

处置。 坚持“ 排查全覆盖、处置硬

措施、风险软着陆”的工作原则，

对排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 建立

风险隐患登记从低到高“ 绿黄橙

红” 管控名单， 按照

8

类整治措

施， 依法依规做好协同分类处置

工作； 对未经登记但从事养老服

务经营活动的服务场所， 督促其

尽快依法办理登记和备案。

（ 程兆伟 杨漾）

横峰讯“ 我今天走了

15000

多步，你多少步了？”“ 我的网格片

较大，已经

18000

多步了”……这

样的见面招呼方式， 最近在横峰

县司铺乡悄然兴起。

为全面落实省、市、县关于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

有关部署，司铺乡大力推行“ 五拆

五清”“

3344

”工作机制，党政班子

成员以上率下，乡村干部齐上阵，

深入开展了“ 再跑一次”“ 多跑一

次”攻坚行动。

“ 好的，你们下午安排人过来

拆除吧”，司铺乡刘家村树林组村

民周兆有答应道。 在乡村网格员

多次上门宣传引导下， 周兆有终

于转变思想， 同意拆除其家屋侧

的落地钢棚。 一开始抵触情绪很

大的宋村村民聂冬林， 在乡村干

部不厌其烦地劝导下， 其家一栋

约

90

余平方米的空心房，终被顺

利拆除。

党员来了，积极参与到“ 五拆

五清”工作中；“ 格上花”妇女志愿

服务队身披“ 红马甲”，穿梭于村

落邻里间， 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再添“ 靓丽”风景；部分群众主动

拆围栏围网， 把房前屋后整理得

焕然一新。

(

薛南 杨芝清）

司 铺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再 发 力

早上

8

点， 余干县迎宾大道和德胜大道

交叉路口， 余干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城中队

民警站在路口执勤，电动车“ 大军”如潮水一

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人不在少数。 短短

5

分钟，交警们就已经劝导、教育了不下

20

人。

“ 您好， 您没有戴安全头盔， 请靠边停

下。”执勤交警拦下没有佩戴头盔的市民张先

生，向其耐心讲解不戴头盔的风险。经过交警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一番教育，张先生认识

到错误， 承诺以后一定会按要求戴好头盔再

骑电动车。

除了口头劝导、教育外，交警的手中还拿

着一叠抄写纸， 让接受教育的驾驶人在纸上

写下姓名、时间，并抄写安全标语。“ 戴头盔，

保安全，不戴头盔，易吃亏。 戴头盔，促文明，

你我共创文明城。 ”抄写完毕后，交警会向驾

驶员发放一张提醒戴头盔的贴纸， 进一步加

强宣传教育效果。

“ 有点不好意思，但印象还挺深刻。 今后

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自觉佩戴头盔，积极响应

倡议，做文明骑行人。 ”张先生说。

在余干县世纪大道和玉亭大道交口，市

民李女士因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被交警拦

下。 交警要求她现场转发朋友圈并配文，“ 今

日因没戴头盔被交警拦下， 我已深刻认识到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危险性和错误， 请大家

骑行时切记戴好头盔， 为自身安全负责 ！”

大约

2

分钟后 ， 李女士集满

50

个 “ 点赞 ”

驶离现场。

据了解，对于“ 不戴头盔”的行为，余干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还通过设立学习教育点、观

看警示教育视频、学习抄录交通安全法规、参

加志愿劝导活动、转发朋友圈集赞等方式，积

极推动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自觉佩戴头盔，

倡导居民安全文明出行。

（ 韩海建 杨晖）

余

干

让

佩

戴

头

盔

成

为

骑

行

“

标

配

”

6

月

6

日是第

26

个全

国“爱眼日”，广信区兴园学

校开展“关注眼健康 共筑大

‘睛’彩”主题教育活动，进行

视力筛查、组织主题班会等，

提高学生爱护眼睛意识，从

小培养爱眼护眼好习惯，预

防和减少近视。

王琳彦 蒋蕾 摄影报道

近日，广丰区桐畈镇果丰苑家庭农场百亩桃园开摘，数百名市民前来体验采摘乐

趣。 该农场采取公司

+

农户的形式，解决了附近十余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吕斌 艾世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