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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濛

）日前，上饶

市中心城区首批暨

2018

年第三季度

“最干净街道（乡镇）”结果已揭晓，

信州区东市街道、信州区西市街道、

上饶县旭日街道荣获中心城区

2018

年第三季度“最干净街道（乡镇）”称

号。

据了解， 每季度的评选结果在

市内各类媒体和微信公众平台上公

布， 对评选出的“最干净街道（乡

镇）”进行命名，并奖励发放一定的

环境卫生工作经费。 对首次排在末

两位的街道（乡镇），由相关区（县）

政府领导对该街道（乡镇）行政主要

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街道（乡镇）

进一步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和城市管

理力度。

此季度“最干净街道（乡镇）”评

选排名为： 第一名： 信州区东市街

道；第二名：信州区西市街道；第三

名：上饶县旭日街道；第四名：信州

区水南街道；第五名：广丰区丰溪街

道；第六名：上饶经开区董团乡；第

七名：信州区北门街道；第八名：广

丰区永丰街道；第九名：广丰区芦林

街道；第十名：信州区茅家岭街道；

第十一名： 上饶县罗桥街道； 第十

二名：上饶经开区兴园街道；第十三

名：信州区灵溪镇；第十四名：上饶

县石狮乡。

首批中心城区

“最干净街道（乡镇）”出炉

本报讯

（记者

夏濛

）近期，信州

区、广丰区、上饶县政府迅速行动，

将铁路沿线

5

处严重影响城市形象

及安全的违法建筑全部予以拆除。

位于沪昆线

K545+500

下行左

侧距离铁路基坡脚

30

米左右， 沙溪

镇王东风村舒家村小组村民舒某某

违章搭建私房，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

米，该处铁路地界为

40

米，该处建房

屋侵入铁路地界， 属违章搭建。 目

前，信州区国土、规划及铁路等相关

部门已将该处违章建筑拆除， 并作

出相应处罚， 责令其停止违法建设

行为，维持现状，不得再建。

信州区朝阳镇中潭村村民在未

征得铁路部门同意的情况下，违规在

40

号桥墩两侧搭建了两个龙舟棚，共

计

109

平方米，侵占了铁路用地。

9

月

1

日，信州区朝阳镇组织机械对该处违

法建设的龙舟棚进行了拆除。

沪昆铁路罗桥河大桥

K563+

588

公里处上行右侧，罗桥乡渡头村

村民分别在

13

—

14#

桥墩梁底处违

章搭建养猪大棚，沿

16

—

17#

桥台至

桥墩间梁底部搭建居民院落围墙及

堆放大量废弃木料。 该地段梁底至

路面净高

2.6

米， 私建围墙高度

2.0

米， 以上违章搭建均在铁路安全保

护区及铁路用地红线范围内。

10

月

17

日下午， 上饶县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对该处违法建筑予以强制拆除。

合福高速铁路丰溪河特大桥

93

号桥墩位于上饶县皂头镇皂头村，

该村村民潘仕教在未征得铁路部门

同意情况下， 违规在距离合福高速

铁路丰溪河特大桥第

93

孔桥梁下行

侧约

7.6

米处新建房屋一座，房屋面

积

120

平方米， 约有

100

平方米侵入

铁路安全保护区内。

10

月

12

日下午，

上饶县皂头镇城管部门组织人员和

机械，对该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

沪昆线

K533+10

广丰区湖丰村

私搭乱建钢构厂房， 距离路基坡脚

4

米，遇强风及恶劣天气极易向铁路方

向侵倒。

10

月

9

日，广丰区有关部门对

该厂进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宣传，该

厂负责人表示

10

月

10

日会自行拆除。

但

10

月

11

日，广丰区湖丰镇有关部门

到现场巡查，发现该厂房没有自行拆

除， 便立即组织执法队伍和机械，对

该处违法建筑进行全部拆除。

我市集中拆除铁路沿线5处违章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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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京京

记者

王涛

）

10

月

21

日，记者从市就业局获悉，上饶一创

业项目在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全国决赛中喜获全国优秀创业创

新项目，参赛团队荣获优秀奖。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

赛全国决赛共有来自全国的

232

个

优秀选手带着项目参赛。 我市参赛

队江西恒隆实业有限公司固体废弃

物稻壳灰高质开发项目在全国选拔

赛表现突出，成功入围全国总决赛，

并在创新项目荣获“全国优秀创业

创新项目”。 参赛队同样赛出了水

平，赛出了风格，荣获了“第三届‘中

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

“中国创翼”上饶项目

喜获全国优秀创业创新项目

本报讯

（

陆韵羽

记者

王调翁

）

家住信州区西市街道胜利路社区胜

利路

78

号的任光利（今年

53

岁），邻

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任， 或者称

他为老好“任”。 大家都说，他人如其

姓，仁义仁道，虽是困难职工，却处

处凡人善举。

任光利是一名下岗困难职工，而

且由于身患疾病，导致因病致贫，是西

市街道的贫困户，一家三口的日子主

要靠夫妻俩摆个小书摊维持。 只要社

区有事，居民有困难，他总是伸手相

助。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坚持了多年

的环保公益者。每次外出，任光利总随

身携带一个垃圾袋，无论走到哪里，只

要地上有垃圾，他总是主动弯腰捡起。

小区内墙面上粘贴、涂写的牛皮癣广

告，这些是最难清理的，有一次，为了

彻底清理墙上的野广告，任广利搬了

凳子，在太阳下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干

净，他还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任光利是个闲不住的人，街坊邻

居有事相求，他从不推脱。老人换个灯

泡，通个下水道、帮忙买个米面啥的，

他总当自己的事一样，乐此不疲地去

干。他还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帮着下

通知，组织人员，宣传邻里和谐、环境

卫生，处处跑在前面。看到乱停乱放的

电动车，他摆放整齐，遇到不文明的行

为，他好言相劝一番。就是一些闲事小

事，他也要认真地“管一管”。有一次在

收摊回家的路上， 细心的任光利看到

社区的通道上，有几块踩砖坏了，他立

即回家拿了锤子， 把那些砖重新摆放

好，又用锤子敲实了。 当别人为他点

赞时，他憨厚地笑笑说，举手之劳，修

好了，大家走着都方便，老人和孩子也

不会摔跤了。

“爱管小事闲事”的热心人

本报讯

日前， 信州区卫计委

组织的“健康扶贫”大型义诊周活

动在沙溪镇西畈村举行启动仪式。

上饶市立医院和沙溪镇中心

卫生院组成的专业义诊团队为辖

区村民送医送药送健康。 活动现

场，内科、外科、妇科和老年科等

科室的医护人员分别为居民免费

测血压、测血糖、听诊心肺等，并

讲解高血压、 糖尿病等常见病的

治疗及预防措施， 同时耐心解答

村民疑问。对于疾病患者，医生初

步诊断后，给予饮食、用药建议，

提高村民对疾病的认识， 并发放

免费药品和健康知识宣传册，使

村民明白更多医学知识。 本次义

诊活动共免费接诊患者

120

多人，

接受村民健康咨询

180

多人次，发

放健康宣传资料

400

多份，受到了

村民的欢迎和一致好评。

(

余纪元

)

信州区开展“健康扶贫”

大型义诊周活动

本报讯

（

胡军辉

记者

王调

翁

）

10

月

19

日，信州区人大组织信

州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突击检查市中心城区两家湿

米粉生产企业， 进一步强化对湿

米粉生产全过程的监管， 督促生

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保证产品

质量，让老百姓吃得更放心。

当日上午， 检查人员突击检

查了位于茅家岭、 茶圣路的两家

湿米粉生产企业。 此次检查不打

招呼、不提前通知，直接到生产现

场检查。检查现场，重点查看了生

产现场、 原材料仓库和米粉成品

库， 检查各企业生产流程是否按

要求进行， 卫生状况是否达标，工

作人员是否统一着装，原辅材料采

购是否规范合法，产品是否预包装

等。 通过检查，两家米粉厂均未发

现违规行为。 下一阶段，该局还将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继续加大检查

力度，不定期对湿米粉生产企业进

行抽查， 确保湿米粉质优量足，让

广大市民吃上放心米粉。

信州区加强鲜湿米粉

生产企业监管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