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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映红致富路

打造城市驿站“新样板” 助力功能品质“双提升”

踔厉奋发推动经济稳步回升

信 江 时 评

科普活动多 科技年味足

“一站式”换证 10分钟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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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春节档电影总票房达 2740.3 万元

位列全省第三

广丰讯 广丰区深入开展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行

动，坚持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着力打造城市驿站“ 新样

板”，实现城市功能与品质“ 双提升”。 据了解，去年以

来，广丰区有

7

座城市驿站投入使用。

在位于西溪路和桑园路的交汇处，一座外形精美、

功能完善的城市驿站，给来往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

同于传统的公共厕所，城市驿站不仅可以如厕，还配备

了电视、书籍、桌椅等设施，方便群众休闲、小憩。 家住

白鹤畈社区的张清江是城市驿站的“ 常客”，闲暇之余，

他都会来到驿站阅读各类书籍。 张清江说，这个驿站建

得太好了，社会发展得这么快，老百姓能在这样的驿站

休息一下，简直是一种享受，太满意了。 由于配备了直

饮机，不少在周边工作的市民也会选择来到驿站喝水、

歇脚。 市民周光訚一边洗手一边说道，这里的洗手间比

家里的还干净，还有喝水休息的地方呢！

区城管局干部陈亨成介绍，广丰坚持问计于民、问

效于民，着力打造城市驿站“ 新样板”，实现城市功能与

品质“ 双提升”。 努力探索城市驿站的休闲服务新模式，

创新建设了“ 驿站

+

公厕”的综合服务体系，群众累了可

以进来坐一坐、喝喝水，困了可以来看看书，烦了可以

在里面谈谈心。 在已建成的

7

个城市驿站里， 增添休

闲、娱乐属性，完善配套服务，并安排专职管理员，全天

候维护驿站环境。

“ 早上一来就拉水管进行大清洗，有人来使用，就

马上去清理。 这样不论什么时候，驿站都是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 家住排山镇的詹发仙是首批专职管理

员，对于如何保持驿站的干净、整洁，她有自己的一套

工作心得。 对于詹发仙而言，驿站既是工作场所，也是

生活区域。 工作之余，她还会在这里用餐，并在自己的

休息区域稍作调整。 她说，现在的工作环境很好，有热

水洗手，到了中午还有微波炉热饭，累了还能在休息区

稍作休息。

今年，广丰区将谋划、新建

8

个城市驿站，覆盖城

区各主要地段，进一步优化休闲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功

能与品质。

（ 徐嵩沅）

玉山讯“ 实在是太快了

!

真

没想到

10

多分钟就拿到了新的

驾驶证

!

”

1

月

29

日，从上海回

来的王女士到玉山县车辆管理

所办理驾驶证到期更换业务，原

本预留了一上午的时间办理，却

没想到仅仅

10

多分钟， 崭新的

驾驶证就拿到手中。

在自助服务区，一台“ 微车

管所”一站式自助办理终端机正

在忙碌地工作着。智能便捷的设

备全程语音引导使用者完成业

务办理， 从信息采集到体检、拍

照、缴费等整个体检流程，最快

全程只需

10

分钟。“ 以前需要到

医院体检、到照相馆拍照，再到

车管所进行业务办理，最快也要

半天时间，现在有了这个机器差

不多十分钟就解决了，非常省时

省事。 ”王女士为“ 一站式”换证

服务点赞。

在现场， 一位年满

60

周岁

的大爷到车管所办理驾驶证降

级业务，面对自助办理机，他一

开始有点手足无措。一旁的引导

员， 立刻上前为他提供协助，对

业务选择、体检要求、拍照标准

等进行详细地解答。在引导员的

帮助下，大爷很快就完成了自助

办理。“ 我们老人家不是很懂这

些高科技， 谢谢工作人员的帮

助。 今天体验了一下自助办理，

也不是很难

!

”大爷向工作人员

表达了感谢。

目前正处于春节办证办事

高峰期， 车管所也在春节开工后

迎来了业务办理的小高峰。 为确

保群众高效快捷地办理车驾管业

务，县车管所及时调配人员，科学

设置流程，合理增设岗位，积极引

导群众到各个业务流程岗位办理

各项业务，热情服务、耐心解答，

切实让群众体验到文明、 温馨、

周到的服务。 （ 汪诗逸）

隆冬时节、寒气袭人。 在余

干县杨埠镇瞻坊村长福田园果

蔬基地的草莓园大棚里却温暖

如春。 绿意盎然的草莓地里，村

民和游客正在忙着采摘草莓，星

星点点的红色果实在绿叶的映

衬下格外鲜艳， 饱满的果肉、鲜

亮的颜色让人垂涎欲滴。

基地负责人刘普胜告诉笔

者：“ 今年种植的品种是‘ 红颜’，

酸甜可口，每周末都有很多游客

到我们这里来采摘。 ”

“ 这里的草莓色泽鲜艳，口

感醇厚， 最主要是绿色无污染，

今天和好友来体验一下摘草莓

的乐趣。 ”游客盛鑫一边采着草

莓，一边拿出手机拍照，欢声笑

语在大棚里飘荡。

“ 草莓采摘园，采用绿色、无

公害的种植方式， 无化肥农药、

无激素、无膨大剂，加之充足的

阳光和精心的呵护，种植出的生

态草莓，口感好、味道鲜，营养又

健康。 ”刘普胜对自己种的草莓

颇为自豪。 大棚草莓一般每年

9

月份种植 ，

12

月份开始成熟采

摘， 采摘期可持续到次年

5

月

份。 经过这些年的经验积累，刘

普胜逐渐摸索出一条致富之路。

他说：“ 目前我们种植的草莓品

种市场价格大概在每公斤

60

元， 大批量的草莓都是销往南

昌、上海、武汉等地，

1

个大棚一

年的收益超过

2

万元。 ”

基地在不断做大做强的同

时，也给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机

会，有效增加了村民收入。 瞻坊

村脱贫户余茶兰自从加入基地，

日子越过越好。“ 我在这里主要

负责给草莓苗掐尖、 施肥等，活

也不重， 一个月有

2000

多元收

入， 离家近又方便照顾小孩，挺

好的。 ”余茶兰笑着说。

目前，杨埠镇长福田园果蔬

基地占地

127

亩，拥有大棚

180

个，除种植草莓外，还有辣椒、西

瓜等其他果蔬。“ 下一步，村里计

划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土地优

势、种植优势，积极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打造‘ 生态农业观光走

廊’，集共享菜园、果蔬采摘、亲

子活动等于一体，为实现乡村振

兴提供新动力。 ”刘普胜打算今

年再扩建草莓园，要把高端草莓

销往全国各地。

“ 今年的草莓品质、口感都

十分好，深受游客喜爱，行情也

不错。 ”刘普胜招呼着驻足的游

客：“ 尝一个，尝一个，我们的草

莓不只是甜。 一口咬下去，还有

一股奶香味。 ”而更多草莓种植

户的生活，也如同这甘甜的草莓

一样，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余干县杨埠镇加强

对草莓种植户的技术和资金扶

持，通过采取线上、线下订购配

送的方式拓展销售渠道，让草莓

基地的草莓红起来，村民的日子

富起来。 同时运用“ 党支部

+

合

作社”模式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

业，以“ 采摘经济”带动乡村全域

旅游，不断推进现代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使乡村休闲

采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带动

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方式。

（ 韩海建）

本报讯 记者方子健报道 ：

记者从市文广新旅局获悉，今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上饶春

节档电影总票房达

2740.3

万

元，占全省票房的

13.37%

，观影

人次

52.74

万 ， 占全省人次的

12.62%

， 票房收入和观影人次

均位居全省第三。 其中，信州区

总票房

752.3

万元，位列全市第

一； 鄱阳县总票房

307.6

万元，

位列全市第二； 广丰区总票房

278.4

万元，位列全市第三。

据了解，全省票房超

100

万

元的影院有

36

家， 其中我市超

100

万的影院有

4

家， 分别为：

上 饶 市 万 达 影 城 （ 信 州 区 ）

256.96

万元，位列全省、全市票

房榜首；上饶星轶影城（ 广信区）

174.9

万元； 上饶市鄱阳县奥斯

卡影城 （ 鄱阳县）

160.2

万元；上

饶市汇和时代国际影城 （ 信州

区）

122.6

万元。我市票房前三的

院线电影为 《 满江红》 ， 票房

1058.61

万元；《 流浪地球

2

》 ，票

房

900.61

万元 ；《 熊出没·伴我

“ 熊芯”》 ，票房

253.09

万元。

一年之计在于春。 刚刚过去的兔年春节假期， 餐

饮业生意红火、 景区人潮涌动、 商圈人气爆棚， 新春

消费新气象成为经济回暖的生动写照。 开春之际， 我

们需巩固这一态势， 乘势而上， 踔厉奋发， 推动经济

稳步回升， 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消费复苏势头如何 ， 数据最有说服力 。 春节期

间， 国内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 同比增长

30%

； 全国揽投快递包裹量

超

7

亿件，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近

2

倍； 春节假期前

6

天， 全国多人堂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5

成； 春节档电

影票房取得影史春节档第二的亮眼成绩……一个个跃

动的数据， 彰显着中国消费的活力与潜力， 也释放出

经济复苏回升的积极信号。

中国春节烟火气的回归和忙碌劲也让世界感受到

信心与暖意。 “我们怀着满满的爱等待中国游客 ！”

从国外旅游从业者口中， 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出境游恢

复带给他们的欣喜 。 英国 《金融时报 》 网站发文指

出， 这种需求释放预期支撑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

美国 《巴伦周刊》 网站称， 中国经济复苏将溢出到一

系列全球企业和新兴市场， 形成足以吸引投资者的势

头。

春节消费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一扇重要窗口。

不断向好的发展数据， 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

潜力， 体现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消费走热， 为

全年发展开了好头、 起了好步， 成为提振经济发展信

心的催化剂。 当前， 国际环境仍在复杂演变， 经济恢

复基础还不牢固， 稳住经济回升势头， 更需我们把握

机遇， 干在实处。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 需要 “拼” 的精神、 “闯”

的劲头、 “实” 的干劲。 开工首日， 各地吹响实干冲

锋号： 相关部门纷纷召开会议， 对新一年稳经济、 推

动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一批重大项目签约开工， 重

大工程开足马力； 多地政企组团节后再出发， 赴海外

招商引资拓商机； 许多企业春节顾不上休息， 车间一

直未停工， 走在拼经济最前线； 多地政府部门负责人

一开年就赴企业走访调研， 将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大江南北， 热火朝天， 在加速奔跑中抢占先机。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 需要政企共同努力， 各方形

成合力 。 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春节后首个工作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求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

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 各地要加快落实中央关于稳经

济的系列举措， 确保不折不扣落地生根； 聚焦自身特

色优势， 加快补短板、 锻长板， 因地制宜谋发展； 帮

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难题， 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

类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各类市场主体也要将敢闯

敢拼的劲头保持下去， 在主动作为中收获新商机、 拓

展新天地。

大道至简 ， 实干为要 。 只要抓住契机 ， 铆足干

劲， 踔厉奋发 ， 就一定能把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

在、 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成果， 持续巩固和拓展经济

运行回升势头。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1

月

29

日， 国网弋

阳县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

队在江西巍

华化学有限

公司走访 ，

了解企业用

电需求 ，助

力企业复工

复产 “开门

红”。

李慧娴 摄

春节期间的科技馆不仅年味儿

十足，科技范儿更足，丰富的科普活

动让不少市民全家上阵， 共同过了

一个“科技味儿”满满的兔年春节，

孩子们学习的兴趣更高了。

柯婧江 摄

广信讯 近日 ， 上饶茶亭经

济开发区工会委员会获

2022

年

度全省“ 六规范” 工会示范点荣

誉称号。 为切实加强基层工会规

范化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在

协调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 按照上级总工会工作要

求， 上饶茶亭经开区工会统筹协

调， 精心组织， 高效率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基层工会 “ 六有六规

范” 建设。

该工会成立于

2009

年， 辖

区内

48

家规上企业均成立了工

会组织 ， 工会会员近

4000

人 。

近年来， 茶亭经开区工会常态化

开展困难帮扶、 医疗互助、 女职

工关爱、 法律援助、 心理疏导等

服务， 开展职业安全教育等群众

性劳动保护活动， 保持广大职工

队伍的和谐稳定。 为丰富职工业

余文化生活， 组织了职工篮球比

赛、 文艺汇演等活动；

2022

年，

建成了工会“ 职工之家”， 设有

健身室、 桌球室、 乒乓球室和职

工书屋等室内设施 ， 以及篮球

场、 足球场等场外设施， 并有专

人负责日常工作。

（ 俞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