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0日，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第二小学，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学校环境清洁和消杀，迎接秋季开学。

通讯员 胡江涛摄

8月21日，抚州市东乡区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正在教
材仓库分拣整理新学期教材，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

特约通讯员 何江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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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傍晚，铜鼓县生态工业园内一家
农家土菜馆里人流穿梭，大厅里 6 张餐桌均
已客满。刚刚从园区变电站下班的冯德福，
忙着给经营土菜馆的妻子赖红莲打下手：招
呼客人、洗菜、洗碗、收拾餐桌……“从穷山沟
到工业园，生活更有奔头了！”说起 5 年来的
变化，冯德福满脸笑容。

今年 51岁的冯德福，是铜鼓县三都镇小
山村村民。小山村位于离集镇 8 公里的山
区，交通不便，农田产量低。冯德福夫妻俩长
期只能靠种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年收入仅
两万元。

2015年8月，冯德福突然腰痛，到医院检
查后发现是肾萎缩。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冯
德福被告知需要到上海大医院做手术，后续
费用高昂且大部分需自费，他只能无奈地暂
时放弃治疗。

镇村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将冯德福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初，冯德福及时
到上海进行了手术，并享受到医保扶贫政策。
冯德福养病期间，儿女都在上学，赖红莲便来
到集镇一家餐馆打工，起早贪黑贴补家用。

2017 年，小山村迎来山区贫困户易地搬
迁的政策机遇，符合条件可以在村部附近、集
镇、工业园这三个安置点任选其一。冯德福
一家经过商量后，最终听从小山村第一书记
陈明的建议，搬迁到工业园安置小区，方便以
后就地就业脱贫。

2017年12月初，冯德福一家告别到处都
是裂缝的土房子，搬进舒适敞亮、面积 100平
方米的新家。铜鼓县生态工业园管委会还为
他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到园区变电站做门卫。赖红
莲则进了一家企业，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

铜鼓县生态工业园有 30多家企业、3000多名工人，对餐
饮服务需求较大。去年初，园区正好有一家餐饮店准备转
让，冯德福发现这是个创业的好机会。在帮扶干部的介绍和
引导下，冯德福顺利申请到 5万元扶贫贷款。去年 3月 8日，
冯德福夫妻俩的农家土菜馆开业了，地道的客家菜深受园区
工人欢迎。今年，冯德福一家年收入预计超过 10万元，生活
质量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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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
璋 实习生张浩涛）8 月 21
日，记者从南昌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始在南昌深圳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试运行食用
农产品电子追溯系统以来，
该市场日均审核来货报备
信 息 510 批 次 、日 均 交 易
5000 单，有效提升了南昌食
用农产品安全水平。目前，
该系统已正式上线运行。

7 月 14 日，南昌市市场
监管局发布了《关于使用南
昌市食用农产品电子追溯
系统进行交易的通告》，要
求在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一期采购的人员，
要在微信小程序“南昌洪溯
源”进行注册报备，从终端
上加快食用农产品电子追
溯系统的普及。

据介绍，通过“南昌洪
溯源”中的注册报备信息，
门禁可核验来货车辆信息，
商户可通过 PDA（移动手持

终端）交易打印带有追溯二
维码的小票，扫码即可查询
该批食用农产品交易时间、
买卖双方、产地、检测等信
息。监控指挥中心可实时查
看项目关键节点运行情况，
上传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置
信息等，初步实现了食用农
产品“来源可查、过程可控、
去向可溯”。截至8月10日，
南昌市食用农产品电子追
溯系统现有注册商户（系统
卖方）1157户、司机1408名、
入场采购者（系统买方）5277
个，已发放 PDA1000 余台，
食用农产品入场来货报备
率稳定在90%以上。

据悉，每日进入南昌深
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食
用农产品，都会进行快速检
测。如果发现不合格产品，
会通过系统预警和发送短信
的方式通知商户、市场管理
方和市场监管部门，后者在
30 分钟内将同批次产品收
缴，并在指定地点销毁。

手机一扫，来源可查
南昌食用农产品电子追溯系统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夏日傍晚，景德镇市白鹭小区居民宋晓亮走出家门，
到附近的昌江防洪堤上散步。自5年前从西瓜洲社区搬
入避险安置小区后，有900多户居民和宋晓亮一样，告别
了十年九涝的历史。而昔日低洼破旧的西瓜洲棚户区，
已被昌江东岸坚固的防洪堤和成片的绿化带所取代。

得益于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景德镇市
结合“双创双修”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搬
迁了一批水患棚户区、新建了一批防洪工程、打造了一
批湿地公园，城市汛期防洪排涝能力大增。随着城市
防洪体系日益完善，景德镇防洪封闭圈已基本形成。

水患棚户区变身景观防洪堤
昌江上游是我省暴雨中心之一，每年4月至9月暴

雨频繁，常引发洪水，且历时较长。西瓜洲社区位于昌
江大桥和白鹭大桥之间，被称为景德镇的“锅底”。这
里马路狭窄、路面坑坑洼洼、污水横流、环境脏乱差、基
础设施不全。

2010 年 7 月发生的特大洪灾，导致景德镇 22 万多
人受灾，西瓜洲社区 10多幢房屋倒塌。70岁的居民周
金平回忆，每年汛期一到，家中总要被淹一次，年年折
腾，年年损失财物。

2011 年，当地政府将西瓜洲棚户区改造作为关注
民生、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工程项目。经过多年建设，西
瓜洲棚户区已建成防洪长堤，而水患区居民也于近年
来陆续搬进拆迁安置区。

景德镇市河长办专职副主任夏陆梅介绍，针对城
市部分区域无防洪排涝设施或现有防洪排涝工程标准
偏低的现状，该市多方筹措资金，仅在2019年就投入约
10亿元，新建、改建、续建一批防洪排涝工程，进一步完
善城市防洪体系，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尤其是昌

江东岸工程全面完工，既为东城区沿河筑起一道美丽
风景线，又为当地防洪提供了坚实屏障。

水利工程发挥重大调洪作用
从济广高速公路出高速进入景德镇，昌南湖湿地

公园仿佛是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城市边缘，这里植
被丰富、湖水清澈，白鹭在此嬉戏觅食。昌南湖湿地公
园主要由西河、北湖、南湖三大公园组成，总面积
187.76公顷。

景德镇市昌南湖管理所所长李建强介绍，这里原
来是低洼滩涂，常年被河水浸泡、环境脏乱差。2017
年，随着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序幕的拉开，通过提升西河
水位，就势将其改造成为一座具有“沙滩游乐”和“湿地
静赏”两大功能特色的休闲公园，每天晚上都有上万市
民来此休闲。

7月8日凌晨，今年昌江最大洪峰顺利通过景德镇
市区。市民们发现街面、甚至地下停车场均无积水。
而在往年，这么大的洪水，昌江东岸低洼处早成“泽
国”。

近年来，景德镇根据自身实际，采用“库堤结合、先
堤后库、分步实施”的原则，构建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即
城区堤防工程按照20年一遇标准建设，在上游的昌江干

流兴建一座控制性水利枢纽——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
发生流域洪水时库堤联合调度运行，使景德镇城市防洪
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共同发挥错峰调洪的作用。

补齐城市防洪排涝工程短板
夏陆梅介绍，通过对昌江支流西河沿岸的陶金岭、

老石岭村等4个低洼易涝自然村整体搬迁、河道整治和
沿河景观支流治理，已建成洪源至新平桥沿线约8公里
长，集生态、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滨河景观带。新增的
湿地公园不仅具有涵养水源、调蓄洪水、美化环境、调
节气候等生态功能，还是瓷都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据介绍，从昌南湖湿地公园到西河防洪堤，再从景
北片区路网工程到城防工程，这些“双创双修”的民生
项目，平时就是一道道风景，汛期来临时又发挥着屏障
作用。

“目前，昌江景德镇市区中心段防洪堤已全部建
成，基本形成了防洪封闭圈，初步发挥了防洪减灾功
能。”夏陆梅说。该市目前正加快实施湖田桥至何家
桥段2.1公里防洪堤工程，推进河西堤及麻园岭排涝站
工程和白鹭大桥至岚山大桥段防洪堤的工程建设，进
一步补齐城市防洪排涝工程短板，为建好景德镇国家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啄木鸟，素有“森林医生”的美誉。
如今在吉安市青原区，有一群专门活跃在江、河、

湖、库、溪、渠等水域一线的“啄木鸟”，他们利用“随手
拍”，聚焦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问题，通过问题曝
光、投诉建议等途径，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快速有
效治理水污染。

近年来，青原区充分运用河长制APP软件、智慧河
长制信息管理平台等，深入开展河长制“啄木鸟”行动，
通过“八进”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愿担当“啄木鸟”，利
用自身优势，寻找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水污染问题，做到
发现一个、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巩固和扩大“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建设成果。

擦亮眼睛，找出深藏的污染问题
“这条污水沟藏得够深，每天从这里经过都没

有发现。”日前，值夏镇大前村河长梁必柜来到富水
河畔，照着微信群中图片的提示，扒开齐腰高的杂
草，一条暗渠显现，渠的另一头连着一家小作坊，污

水缓缓流入河里。当即，梁必柜要求小作坊进行
整改。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当地一名“啄木鸟”在河岸边
割鱼草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条污水沟，于是用手机拍摄
照片，并将照片上传到区河长办微信群。区河长办将
任务派送给梁必柜，要求及时整改到位。

区河长办负责人表示，从 2017 年开始，该区每
年有针对性地开展“清河行动”，对乱堆乱放、乱占
乱建、乱倒乱排、乱挖滥采等问题进行整治，截至目
前，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有一些小问题有待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隐藏得比较深，很难被发现。开展河
长制“啄木鸟”行动，就是让穿着“隐身衣”的问题显
现出来，下决心进行解决。

今年以来，该区累计收到“啄木鸟”反映的问题280
多个，通过各方努力，全部整改到位，销号率达100%。

人人可当“啄木鸟”，尽心尽责护河湖
周鸿强，一个尽心尽责的“啄木鸟”。说起入行

当“啄木鸟”，周鸿强娓娓道来。2018 年，他回乡下过
春节，见昔日的清水塘变成了臭气冲天的垃圾塘，于
是拍照发朋友圈，没想到春节后，村里组织劳力进行
清理，恢复了水塘往日的模样。如今，他不管走到哪
里，发现问题就进行曝光，督促问题整改。

手机扫一扫，人人可作“啄木鸟”。为吸引社会各
界群众加入“啄木鸟”队伍，该区持续深入开展河长制
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景区、进市场、进村组、
进社区、进家庭等“八进”活动，公布河长制微信群二维
码，让群众扫码入群，晒问题、找原因、想办法、定措施，
形成全民护河治水的浓厚氛围。目前，该区已有112名
群众加入“啄木鸟”队伍，构筑了较为完善的水污染防
治监督网络。

为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区河长办落实专
人，负责收集处理“啄木鸟”的投诉、意见和建议，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分派给相关河长处理，事后派出督查小
组实地检查验收，确保整改到位。待问题办结后，通过
智慧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向“啄木鸟”反馈情况。

让穿着“隐身衣”的问题现身
——青原区开展河长制“啄木鸟”行动侧记

刘茂林 本报记者 刘之沛

既能防洪，又是风景
——景德镇市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效益凸显

汪 涛 本报记者 徐黎明

8 月 18 日，南
昌市新建区乌沙河
长麦桥段水域，蓝
天、碧水、鹭鸟，构
成一幅美丽生态画
卷。近年来，新建
区突出抓好河湖水
系治理、饮用水源
地保护，坚持水中

“治”与岸上“治”同
步开展，生态环境
进一步优化。

通讯员 陈 斌摄

低洼村整体搬迁后成为风光带。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改造后的西河湿地公园。 （图片由景德镇市水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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