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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晚，由弋

阳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创作的音

乐舞蹈情景剧《江南红枫》正式

汇报演出，首演获得圆满成功。

该剧以方志敏的革命生涯

为经线、爱国情怀为纬线，剧中

串联五首原创音乐和两首赣东

北苏区红歌，激扬、雄浑、委婉、

深情的音乐旋律， 与恢宏、悲

壮、缠绵、奔放的情景舞蹈，交

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将方志敏的崇高信仰、清贫

精神展现给观众。

该剧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 弋阳县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长黄长林策划， 县新联会党

支部书记、 县诗词楹联学会会

长余玉有和常务副会长余宾合

作编写剧本， 全国“五个一工

程” 奖获得者吴波担任艺术总

监并为该剧音乐作品作曲，弋

阳腔市级传承人程杰担任导

演。

（

余宾 苏国婷

）

农村改厕技术指导服务是

江西省“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

点民生项目。 近年来， 该省不

断完善农村改厕技术指导服务

路径和方法， 着力构建三级技

术指导服务体系， 多方位、 多

角度开展技术服务， 提高农户

获得感、 幸福感。 截至

2021

年底， 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

82.8%

。

该省通过印制宣传资料、

开展主题宣传、入户宣传教育、

建设改厕示范点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农村改厕政策和意

义， 调动农户参与改厕的积极

性。 针对农村改厕中的技术难

点，该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农

村改厕技术问题和建议征集活

动，梳理基层改厕共性难题

30

余项， 通过组织省级改厕专家

研讨会破解改厕技术难题。 省

卫生健康监测评价中心作为该

省农村改厕技术指导服务省级

龙头机构， 举办了农村改厕技

术培训班，培训

5000

余名农村

改厕技术骨干，并组建

10

个农

村改厕服务团， 前往

12

个县

(

市、区

)

开展技术指导巡回服

务。

（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

信州区多社区

组织学习二十大精神

上饶经开区交警

安全宣传进企业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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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城多个社区开展消防安全月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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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濛）

11

月

2

日，上饶交警直属经开区大队走进

辖区荣贵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开展

安全检查及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对客运车辆进行全面安

全检查，重点查看安全带状况，是

否存在安全带缺失、 损坏等安全

隐患问题， 并将安全带海报张贴

到客运企业醒目位置， 加大乘客

使用安全带的提示力度。 同时，要

求企业负责人切实落实好企业监

管职责， 要高度重视安全带的使

用和日常检查、维护工作，对安全

带缺失、损坏的要及时维修。 加强

对驾驶员等从业人员的警示教

育，及时督促驾驶员履行提醒、检

查责任，做到发车前安全告知、出

站检查、途中提醒、动态监控等，

推动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

铅山交警严查

货车超载超速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

程晖

）为有效

规范道路运输秩序， 持续净化道

路通行环境， 及时有效制止大货

车超速超载行为，连日来，铅山县

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开展货车超

速超载夜间整治行动， 严查大货

车、渣土运输车超载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1

月

1

日凌晨

1

时许， 铅山县

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巡逻中队在

辖区开展夜查大货车行动， 一辆

重型半挂大货车涉嫌超载被民警

查获。 经称重， 核定载质量为

49

吨，实载

94.44

吨，超载

50%

以上

不足

100%

，涉嫌严重超载。 目前，

该车已被暂扣至该大队停车场

,

等候进一步处理。

货车超限超载属于严重违法

行为，部分货车驾驶人为了和执法

人员“躲猫猫”，常选择等到天黑后

才会驾车上路，而夜间驾驶超限超

载货车出行， 受到视线不佳影响，

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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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我市第四

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工作，

11

月

2

日下午，

2022

年

上饶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工作例会在广丰区皮肤病性病

防治所召开。

会上，广丰区皮防所、信州

区疾控中心、 广信区皮防所相

继汇报了

2022

年前三季度示

范区工作进展情况。 上饶市皮

防所通报了

2022

年第三季度

上饶市艾滋病示范区工作指标

完成情况。同时，对艾滋病随访

管理与基层公共卫生和慢性病

相结合的模式进行探讨。

会议强调，

12

月将会对示

范区城市进行评估验收， 各示

范区务必要按照评估方案落实

到位。 要进一步总结完善创新

模式，总结成效，找出不足，已

形成的创新模式要保持其工作

的延续性，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

李少青

）

市第四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例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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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调翁

摄

影报道）

11

月

2

日—

3

日，

信州区东市街道市委市府

大院社区、 中山路社区、南

门路社区、 北门村社区、沿

城社区、五三（

1

）社区、茶圣

中路社区、 紫园社区等社

区，先后组织消防安全知识

安全月讲座进小区活动，邀

请信州区消防救援大队人

员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并安

排了现场实操演练，提高居

民的自我保护技能，促进辖

区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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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

道）

11

月

3

日， 信州区东市街道

中山路社区、南门路社区、北门村

社区等社区组织辖区内人大代表、

党员干部和退役军人，进行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 通过视频解说，与

会人员深刻领悟二十大精神，党员

干部们还分享了各自的学习体会。

11

月

3

日，记者从省财政

厅获悉，近日，省财政厅、省发

展改革委、 省水利厅、 省税务

局、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

行联合印发《江西省水土保持

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

(

以下简

称新《管理办法》

)

，决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的标准和

范围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据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 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对损坏

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被、不

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

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征收的资

金， 属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此前，江西省水土保持补

偿费征收管理工作执行的是，

1995

年出台的《江西省水土保

持设施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

的收费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

新《管理办法》在全面贯彻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

印发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的

基础上，结合该省实际，对征收

范围、 征收标准两方面进行了

新的调整。

征收范围更严。新《管理办

法》明确，凡在本省区域内的山

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

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

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

目

(

包括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和

开采矿产资源类项目

)

或者从事

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

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

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征收标准更低。新《管理办

法》规定，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

和处于建设期的矿产资源项

目，按项目征占用地面积计征，

每平方米由现在的

1

元降低至

0.8

元， 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

将开采期的矿产资源类项目纳

入征收范围， 按照每季度开采

量计征，每吨

0.3

元，按照国家

规定最低标准征收； 其他生产

建设活动， 按照开采量或排放

量计征，每立方米

0.3

元，按照

国家规定最低标准征收。 对江

西省暂没有的石油、 天然气开

采项目，不明确征收标准。

（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

江西省明年起施行新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

江西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八成

社区党员干部们在认真学习

居民在实操演练

音乐舞蹈情景剧《江南红枫》在弋阳首演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