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烧饼、种地、打零
工……只要有事做，她总
是有使不完的力气。”樟树
市大桥街道大桥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杨秋云，通过辛
勤劳动脱贫并过上好日子
的事迹，被邻里称赞。

杨秋云今年 52岁，丈
夫在 7 年前意外去世，她
一人把儿子抚养长大，还
要照顾患有慢性病的婆
婆。2014 年，杨秋云一家
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帮扶干部为其申请了低
保，并帮她婆婆办了慢性
病卡，减轻了她家的生活
压力。

杨秋云一直在一家保
健品厂做包装工。2015
年，保健品厂同事听闻她
的家庭情况，主动给她传
授做烧饼的手艺。一向勤
劳肯干的杨秋云，觉得做
烧饼卖，能有更多时间照
顾家里人。很快，她学会
了手艺，并辞去包装工的
工作，卖起了烧饼。

杨秋云每天一大早起
床，安顿好儿子
和婆婆，便骑着
三轮车到市区
街口摆摊。“记
得第一天摆摊

卖烧饼，就挣了 100多元，
让我更加有信心把这件事
做下去。”杨秋云笑着说。
5 年来，除遇恶劣天气，她
坚持每天到市区卖烧饼。

卖完烧饼有空闲时
间，杨秋云便到村上去卖
凉粉，有时到附近的蔬菜
基地做零工，挖土、除草、
施肥，什么活都干。虽然
每次只做半天，但她从不
轻易放弃挣钱的机会。“半
天也能挣几十块钱，划得
来。”杨秋云说，用自己的
双手不停地劳动，总能过
上好日子。

每当有免费的就业培
训，帮扶干部也总是第一
个通知杨秋云，因为她肯
学肯干，还能把学到的技
能利用起来。儿子杨波继
承了杨秋云吃苦勤劳的品
格，两年前在当地的电信
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每
月有 4000 多元的收入。
加上杨秋云卖烧饼、打零
工挣的钱，去年一家人顺
利脱贫。

“靠自己的双手，
总能过上好日子”

袁 媛 本报记者 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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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别小瞧了这个‘村村通政务系统’，
它能一键完成民政、计生等各项事务的办
理。”8月28日，大余县樟斗镇双伏村党支部
书记姚福明告诉记者。据了解，随着“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大力推进，该县
已全面完成“村村通政务系统”覆盖工作，村
民办事更加方便快捷。村民以前需要到乡
镇和县城办理的事务，如今足不出村就可以
全部办理，既节省了成本、又提高了工作效
率，可谓一举两得。

“一根线”办多种事
8 月 31 日，大余县新城镇王屋岭村，村

党支部书记叶龙飞正熟练地通过“村村通政
务系统”下载了县里的一份紧急通知，并很
快按照要求把相关工作进行了妥善布置。

“通过系统可以和县乡互通文件，还可
以直接为村民提供政务服务，大大提升了
村级政务的办理效率。”叶龙飞感慨道。据
他介绍，年初，“村村通政务系统”还没接通
到村里，又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交通管
控严格，导致一些重要文件流通不畅。这
给村里落实上级各项紧急工作带来很大压
力，村民一些紧急证件的办理也受到了很
大影响。

王屋岭村遇到困难不是个例。大余县
“五型”办在基层调研活动中发现，村（居）委
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退役军人等业务系统
分别通过不同专线办理。这不仅影响了村
级行政事务效率，还存在维护困难、费用高
昂等问题。尽管该县在优化政务服务上采
取了全程代办服务，有效简化了群众办事环
节，但在农村，还有许多年纪较大、行动不便
且不会使用网络的群众存在着“办证难”的
问题。

对此，大余县在调研论证后，积极推动
“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把政务外
网延伸至全县各村（居）委会。通过“村村通
政务系统”，将全县审批系统接入乡镇便民
服务中心和村级事务代办站，建立起省市县
乡村五级互联互通政务服务体系。

“‘村村通政务系统’把之前分散的政务
信息网络实现‘一根线’整合运行，不仅提高
了工作效率，还让很多工作实现了无纸化办
公，节省了经费。一年下来，光网费和纸张
费就能节约好大一笔开支。”叶龙飞说。

“数据跑路”解民忧
“失地证这么快就拿到手了，真是太方

便了！”9 月 2 日，在樟斗镇樟斗村便民服务

中心，村民李大爷拿着村干部刚下载并打印
好的失地证，满脸欣喜地说。从扫描审批材
料上传到网络系统，再到大余县失地办工作
人员线上审核，最后下载、打印，整个过程不
到10分钟。

在樟斗村便民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墙上
的展板写着农村低保、高龄补贴等村民常办
事项的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服务中心内，扫
描仪等电子化办事设备一应俱全。

“我们在村一级推行代办员首问负责、
限时办结、一次性告知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不出门就能办成事。”
该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李兴辉告诉记者，目
前，群众办事的电子资料主要由村级代办员
上传到县“村村通政务系统”。县行政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经过网上审核后，将办理结果
发短信通知当事人，群众不用往县城跑。

记者看到，不少办完事的村民走出樟斗
村村民服务中心，在门前健身广场闲聊着，
蓝天白云下，构成了一幅恬静、和谐的乡村
画卷。村民对记者说，以往哪有这么悠闲，
为了办件事常常要跑好多次，真堵心。

代办员变“百事通”
“这次您先把资料留下，由我们帮您上

传到系统代办，下次村里就可以直接帮您办
理啦。”在新城镇水南村便民服务中心，村妇
女主任李玉玲正耐心地为前来办理低保证
年审的刘大妈服务。

“村村通政务系统”的最终落脚点是让
群众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下一步，我们
打算依托即将成立的县行政审批局，把民
政、计生、劳动就业等村民需求迫切、审批手
续又相对简单的服务事项下放到乡村办
理。”李兴辉介绍说，预计年底，全县所有村
和居委会的代办员将变身为“百事通”。代
办员将有权限对下放到村级服务站的事项
进行直接审批，从而进一步缩短群众办件的
流转时间。

村级便民服务中心代办员的综合业务
能力，直接影响着群众办事的便捷与否。
为建立一支精简高效的服务队伍，大余县
花大力气提升村级便民服务中心代办员的
政策水平、业务素质、服务理念和工作效
率。该县围绕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工作
目标、便民服务各项制度，以及代办员职
责、服务对象等内容定期进行培训。通过
代办员传帮带、建立村级代办工作人员微
信交流群的方式，全方位提高村级政务服
务水平和效率。

大余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步伐——

让小平台服务好大民生
袁荣德 本报记者 邹晓华

9月4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高新社区学院名都
小区里，志愿者正在向居民讲解宣传画册，倡导餐桌文
明，杜绝浪费行为。连日来，高新社区党员志愿者制作宣
传画册，走进小区、餐馆和商户，引导居民养成崇尚节俭、
反对浪费的良好习惯。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8 月 28 日上午，“秋老虎”余威未散，崇
仁县郭圩乡种粮大户刘金龙的优质水稻基
地一片忙碌。随着指示灯闪烁，一架载满药
剂的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不到3个小时便
完成了50亩稻田的农药喷洒作业。这已是
刘金龙第3年购买无人机飞防服务，省时省
力省成本，让他连连点赞。

如今，农业大县崇仁正刮起一股“无人
机旋风”，通过大量应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
业，有效降低种粮大户的经营成本，促进粮
食增产增收，全县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
升。今年，该县 50 亩以上种粮户已达 1149
户，早稻种植面积增至25.81万亩，早稻产量
11.95万吨，同比增产10%。

效率高成本低，植保无人机
成农民“新宠”

崇仁县是国家首批优质商品粮生产基
地，优质水稻规模种植面积达 27.54 万亩。
长期以来，人工作业一直是喷洒农药的主要
途径，耗时多、成本高，效果欠佳。近年来，
该县农作物病虫害呈重发态势，给农业生产
带来很大威胁，无人机飞防作业的高效优势
开始凸显。

“一晚稻谷已抽穗，枝叶很茂盛，人工喷
洒农药颗粒较大，很难附着在叶面上，不能彻
底消除根部的病虫害。”正在作业的抚州市智
能飞防植保有限公司的飞防手方毅介绍，植
保无人机效率是人工喷药的10至15倍，由于
使用的是专用药剂，在农药雾滴附着性、作物
吸收效率、安全性等方面优势明显。

“一架无人机一天最多可以喷洒农药
350亩，比人工作业效率高多了。”刘金龙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50亩晚稻，如果人工喷药

至少要3天，人工成本900元，农药成本1875
元；而用无人机半天不到就能喷完，人工成
本可节约300元，农药成本减少206元。

“几年前就听说可以用无人机喷药，当
时担心效果不好、影响产量，不敢轻易尝
试。”相山镇黍山村种粮大户易光荣说，后来
看到身边朋友使用植保无人机效益明显，才
开始信任飞防技术。

“我们公司现在的订单爆满，已经预约

到了11月。”抚州市智能飞防植保有限公司
技术顾问王良寿告诉记者，从 5 月中旬开
始，公司就处于业务繁忙状态，目前已服务
农户约850户（次），作业面积5.3万亩。

为确保粮食丰收，崇仁县大力推广植保
无人机飞防作业。今年，该县无人机飞防总
作业面积已达 24 万多亩（次），占优质水稻
规模种植总作业面积的四成，有效提高了田
间管理效率，节省了种粮成本，为粮食增产

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策好补贴多，无人机服务
组织渐成气候

为更好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提升
全县农业现代化水平，崇仁县出台系列补贴
政策，对拥有植保无人机2架以上（含2架），飞
防（含统防统治、代防代治）服务单季在600亩
以上，服务农户数在50户以上的本地服务组
织，按照每亩每次5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从2016年到现在，参加社会化服务补
助的组织有13家，已发放补助296万元。”崇
仁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张江龙介绍。

无人机飞防从无到有，如何尽快培养更
多既懂无人机作业，又懂农药配置和剂型的
飞防手，是推广这一新服务的关键。该县从

“人（飞防手）、机（无人机）、剂（药剂）、技（防
控技术）”四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
运营模式。县农业部门走访市场，引入操作
性更稳定、后期服务更便捷的植保无人机机
型，并通过定期现场教学、走出去观摩、请进
来集中培训及网络云课堂等形式，提升飞防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崇仁很多种粮大
户纷纷“玩”起了无人机，提供飞防服务获取
收益。许坊乡长沙坑村种田大户李来若先
后购买了 4 台无人机，组建飞防队，派技术
人员到吉安等地学习培训，日服务能力提升
至 300 亩，服务范围辐射周边乡镇，成为当
地有名的无人机“土专家”。

截至目前，崇仁县无人机飞防专业组织
已发展至 19 家，拥有植保无人机 130余架，
成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力量。

崇仁植保无人机达130余架，帮农民省时省力省成本——

无人机飞上天 种粮户笑开怀
周文思 本报记者 朱 华

无人机飞防作业现场。 通讯员 朱 斌摄

9月3日，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的
芝麻迎来丰收。当天，省
花生芝麻产业体系芝麻育
种专家，邀请省农业农村
厅、省农科院及地方有关
专家，对都昌县徐埠镇良
种场示范基地的芝麻品种
进行现场考察与测产，结
果“昌芝2号”亩产达110.1
公斤，新选育品种比地方
品种平均增产 37.5%。测
产专家组认为，“昌芝 2
号”具有高产、稳产、抗病
性强等特点，预计每亩可
为农民增收300元。

徐埠镇良种场属于丘
陵地带，村民主要收入来
源是种植芝麻。为把这里
建成示范基地，省育种专
家针对徐埠镇良种场的芝
麻生产需求，致力选育高
产、抗旱、抗逆性强的芝麻
新品种。

“黑芝麻是我省特色
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之
一，历年平均亩产不到 60
公斤，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省芝麻育种岗位专
家、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吴
自明介绍，此次历时 3 年

选育出了这个高产、抗病
的优质品种，并在都昌县
试种成功，可为全省黑芝
麻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
村产业扶贫。

“种了 5 亩专家选育
的芝麻新品种，今年预计
每亩有 1200元收入，而以
前只有 900元左右。”正在
地里劳作的贫困户戴王龙
算了算，种芝麻这项可以
增收1500元。

“ 芝 麻 出 油 率 约 为
40%，因为产量低，注册的
码矶山牌芝麻油，经常卖
断货。”都昌县丰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与省花生芝麻
产业体系芝麻育种专家合
作种植了 100 亩，看着现
场测产数据，该公司总经
理李月信心倍增。随着芝
麻亩产的提高，李月带动
贫困户创业就业的积极性
更高了。李月告诉记者，
此前，采取“公司+农户”
的方式种植芝麻，利润五
五分成，他带领的 13户贫
困户实现就业脱贫。这次
他计划安排更多的贫困户
进公司，帮助他们脱贫致
富过上小康生活。

黑芝麻 富农家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本报抚州讯（记者陈
璋 实习生张浩涛）“这次
政府决心大，敢于动真碰
硬，许多多年没有拆的违
章建筑都拆了，我们居住
的城市更加亮堂了。”8 月
20 日开始，抚州市临川区
开展集中行动，向影响中
心城区市容的违章建筑全
面“宣战”，获得了市民的
大力支持和称赞。截至目
前，该区共拆除违章建筑、
临时搭建物 485 户，拆违

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
抚州市城区违章建筑

和临时搭建物大部分形成
时间长，涉及面积大、户数
多，拆除难度大。抚河新
桥桥头有违章建筑和临时
搭建物 1 万余平方米，涉
及住户 32户，形成时间跨
度长达 20余年，是此次拆
违拆临工作的难中之难。
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调
度，制定周密方案，最终攻
克了这个最大难关。

临川区拆违拆临还城市空间

棚
户
区
改
造

8月26日拍摄的靖
安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工程即将竣工的双溪安
置小区一角。近年来，
靖安县努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不断提升困难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目前，该县投资
12.69 亿元的 4 个小区
安置房主体结构已基本
完工，预计今年底全部
交付使用，可解决 3996
户城中村低收入家庭住
房问题。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