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八一公园自去年水体环境改造以来，
东湖、南湖、北湖水体清澈见底，百花洲岸柳青
青，绿茵如盖。为进一步提高百花洲综合品
质，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连日来，东湖区聚合各
方力量，全面规范八一公园公共环境和文明秩
序，使这个南昌市最老的公园焕发出新活力。

以情感人，做好不文明行为
劝导工作

随着游客量的增多，公园内难免出现不
文明现象，如躺占公共座椅、踩踏绿植草坪、
乱丢果皮纸屑等。为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
东湖区城管局执法大队组织 60 名执法队员
全天候驻扎公园，分为网格组、巡查组、宣传
组等 7 个小组，以定点值勤和流动巡查的方
式，宣传引导文明游园。

“经过宣传引导，公园内打牌、打赤膊等
现象有明显改善。”执法大队机动中队的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在劝导过程中，巡查队员对
打赤膊、躺占公共座椅等行为进行劝导，同时
运用小喇叭不间断播放文明宣传语，加大文明
渗透力度。

文明劝导，还要讲究方式方法。面对部
分高龄群体，执法队员坚持以情感人，从而得
到理解和支持。据介绍，有一位老人喜欢光
着膀子在公园休息，执法队员对其进行劝导，
同时准备了一件全新的短袖上衣打算赠予老
人。尽管没有收下，但老人非常高兴地答应，
以后来公园再也不光膀子了。

人机结合，大清扫让公园换
了新貌

冲洗车冲刷着地面的污渍，扫道车在吸扫
路面的落叶，环卫工人擦亮果壳箱……9月13
日7时，记者在八一公园看到，保洁人员正有
条不紊地工作。

八一公园总面积有 23.7 公顷，其中陆地
面积6.4公顷，如何做好清扫工作？东湖区城
管局市容科科长周烨介绍说，此次大扫除活
动，从全区各街道抽调30名环卫工人以及10辆小型作业车辆，
分块分区作业。为避免作业影响游客，作业时间安排在清晨和
中午，6时开始首次大冲洗作业，小型冲洗车对园内路面、座椅、
健身器材等设施进行冲洗。中午公园人流量偏少，此时作业模
式转为精细化。

沿着公园小道，记者发现一路上人行道板洁净透亮，凉亭
内外干净如洗。

加大投入，换新设施提升公园档次
软件管理升级，硬件也提升档次。东湖区此次投入 120万

元，对公园基础设施、园林绿化、标识标志等硬件进行提质改
造。原先枯黄的草皮重新换上新绿，脏污的建筑墙面穿上新
衣，老旧的标识和宣传栏也换上了新内容。

据八一公园管理处处长郭正凯介绍，八一公园是南昌市最
老的公园。为了让这个老公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此次改造
破损路面480平方米，种植绿植6.5万棵，铺种草皮3700平方米，
并对公共座椅和护栏等设施进行了全面油漆。同时，对公园建
筑立面粉刷 2.95万平方米，更换各类指示牌和宣传栏 37块，使
公园的功能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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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中午 12时，在高安市怡信电
子厂食堂，听力残障员工况电平、王英夫
妇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通过手势
交流准备翻新房子的事。自从被安排到
扶贫车间上班后，这对残疾夫妇的月收
入从不到 1000 元猛增到 6000 多元，这让
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安市把扶贫
车间作为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的重要平
台，田间地头的 40 个扶贫车间肩负起帮
助当地贫困群众脱贫的重任。

弱劳力贫困人员家门口就业

今年39岁的熊晓燕是杨圩镇涌溪村
人，丈夫因病不能自理，两个小孩还在读
书，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正当熊晓
燕为接下来的生活发愁时，2016 年 4 月，
村干部通知她到家门口的扶贫车间上
班，月工资2000多元，厂里还免费提供午
餐。这家电子厂有600多名工人，吸纳了
当地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正在
生产耳机喇叭的熊晓燕感慨地说，因为
不识字，之前外出务工处处碰壁，直到
扶贫车间入驻村里的金瑞电子厂，她的
人生有了一个转折。如今，为了更好地
工作，熊晓燕每天下班后还向孩子学
文化。

下塘村贫困户熊胜花也是贫困户，
丈夫身体不好，公公因病致盲，婆婆卧病
在床，照顾年迈公婆和孩子的重担全落
在了她瘦弱的肩膀上。扶贫车间让她看
到了希望，赚钱的同时又能兼顾到家里。

杨圩镇党委委员肖卫九介绍，该镇
有 3 个扶贫车间，共吸纳 41 名贫困人员
务工。

高安市是农业大县，也是全国投资
潜力百强县。该市工业基础好，经济发
展势头猛，形成了建陶水泥、LED 光电、
现代特色农业和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
为发展扶贫车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遍
布乡村的扶贫车间已成为高安脱贫攻坚
工作的一大特色。截至目前，该市共认
定扶贫车间40家，吸纳581名贫困弱劳动
力就业，人均月工资都在 2000 元以上。
目前该市正在新建的扶贫车间有6个，正
在申报的有4个。

该市扶贫办主任郭厚生介绍，这些
扶贫车间立足当地贫困群众的实际状
况，将产业链条延伸到乡村，把一些技能
要求不高的简单工序放到农村，组织不
便外出的贫困人口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务
工，这是让贫困群众实现“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稳定脱贫”的好渠道。

获得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信

位于 320 国道边的高安市怡信电子
厂，以生产手机充电线为主，因为有部分
生产线的技术含量要求不高，企业负责人
李东海便向扶贫部门申请建立扶贫车间，
以帮助周边弱劳力贫困人员在此务工。

扶贫车间建立后，有关部门帮李东
海招来了 7 名贫困人员。况电平夫妇就
是被吸纳进电子厂的员工，他们很快成
为生产线的熟练工，每人每月工资 3000
多元。今年1月，年过40岁的况电平领到
了第一笔工资。

“扶贫小车间，发挥大作用，群众增
收，企业增效，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
的目标。”李东海说。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安市
的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实现就业增加收
入，使脱贫工作更稳定。“群众赢、企业
赢、集体赢”，这样一举多得的局面逐步
形成。

郭厚生介绍，市里结合民营经济活
跃、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消费潜力大的
优势，充分利用村集体空闲地、空闲房投
入扶贫资金，把扶贫车间建在村头、人员

招聘台摆在百姓家门口，逐步走出了一
条“扶贫车间+劳务+贫困户”的脱贫攻坚
新路子。

9 月 9 日下午，在灰埠镇铜塘村复兴
粉笔厂建成不久的生产车间，8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正在包装即将出口到欧洲的玩
具粉笔。

“铜塘村的扶贫产业，实现了村集体
经济壮大、扶贫提质、企业扩产的多赢模
式，为扶贫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扶贫思
路。”郭厚生说，通过第一书记的牵线搭
桥，铜塘村用活产业扶贫资金，把村委会
一栋闲置的老楼改建成厂房，租给返乡
创业者开办扶贫车间。以扶贫车间为载
体，把贫困人口“嵌入”到产业发展的链
条中去，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获
得报酬，实现脱贫。贫困群众在劳动中，
既提高了素质，又增强获得感，同时也获
得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信。

多种优惠措施推进扶贫车间建设

为推进扶贫车间健康发展，高安市
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对于新建
和新认定的扶贫车间给予一次性建设补
贴2万元；鼓励扶贫车间吸纳更多贫困劳
动力就业，对于今年新吸纳贫困劳动力

务工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给予扶贫车
间一次性用工每人 1000 元的补贴；对符
合条件的扶贫车间给予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支持，额度从 15 万元至 600 万元不等。
同时，在扶贫车间建设用地审批、工程报
建等环节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缩短
项目建设时间，让车间早投产，贫困群众
早受益。目前，全市扶贫车间已形成乡
镇企业型、村级小微型、合作社基地型三
种模式。

依托建陶、食品加工、文化旅游产业
建成的乡镇企业型扶贫车间，现发展有
石脑镇的沁园春陶瓷、祥符镇的清河油
脂等26家，吸纳贫困劳动力438人。村级
小微型的扶贫车间，分别有灰埠镇铜塘
和花苑村的复兴粉笔厂、石脑镇的龙浩
电子厂等 8家，吸纳贫困弱劳动力 52人。
而合作社基地型的扶贫车间，则是贫困
户以土地、村集体以扶贫资金等方式入
股合作社，依托合作社扶贫基地建立扶
贫车间，让贫困户既能领取分红，还能就
近务工获得报酬。如蓝坊镇高魏家马鞍
岭红薯专业合作社、石脑镇荷悦合作社
基地扶贫车间，吸纳 15 名贫困弱劳动力
灵活就业。据介绍，从2017年起，高安市
的扶贫车间总共吸纳贫困人员1352人次
就业。

本报吉安讯 （记者朱
华 通讯员罗贵芬）9 月 15 日
清晨6时，保洁员肖二妹来到
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彭家坊
村准时上岗，开始清扫、收
集、转运村里的垃圾。和以
前不同的是，保洁员不归乡
镇和村组管理，而是隶属于
一家第三方治理企业。看到
村里的垃圾被迅速清运走，
村民易跃凤连连点赞。

2018 年开始，吉州区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
兴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和招标，全区4个乡

镇、569 个村庄的生活垃圾清
扫工作均交由第三方治理企
业负责，做到生活垃圾处理
日产日清。

为确保第三方治理企业
做好服务，吉州区还建立健
全督查考核机制，每周组织
人员到各镇、村实地督查，现
场打分，根据打分情况拨付
经费。此外，该区还抓好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在空心房设置可回收垃圾堆
放点，采取按量奖补的形式，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

吉州区推行农村垃圾第三方治理

9月14日，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邀请“全国种
粮大户”凌继河走进校园，通过情景再现，带领同学们云游“水
稻博物馆”，让同学亲身体验“粒粒皆辛苦”，在心中播撒下“节
俭惜福”的种子。 通讯员 黄 荣摄

擅自加价改变客车行驶路线

家住南昌的史先生，9月5日，前往余
干县出差。从南昌城内坐客车到余干县
城，票价36元。当天返回南昌，史先生通
过网络购票花了36元。距离发车还有10
分钟时，史先生进站准备上车，却被车站
工作人员告知到站外门口上车。

“还是第一次遇到买了票，还被要求
到车站外上车。”史先生还原了当时情
景，“上车后，我的座位被他人占了，找司
机协调也不搭理。”让史先生最气愤的
是，刚行驶不久的客车在一加油站停了
下来，司机告诉乘客，每人再补交3元，理
由是“高速收费”。说完，司机拿着手机
收款码，逐个收取费用。

“自己在车站已经购买了车票，不想
交这3元。”史先生说，“司机答复我，不交
不行。车辆不走国道，要走高速。”考虑
到钱不多，史先生通过微信支付了 3 元，
但没有收到任何票据。

对于史先生反映的遭遇，记者 9 月 9
日下午进行了两次暗访。第一次，记者
在余干汽车站购票提前上车。还未到发
车时间，客车只载着记者一人驶出汽车

站，并停在站门口外候客。陆续有4名乘
客上车，他们通过微信支付了36元票款，
司机没有提供任何票据。记者询问客车
路线怎么走时，司机答道：“乘客少，走国
道；如果每人交 3 元，也可以走高速。”两
名乘客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坐余干至南
昌的客车，人多时每人收 3 元才会走高
速。由于乘客少，记者选择下车改乘其
他人多的客车。

大约半小时后，在站外候车的记者
上了另外一辆满座的客车。上车后，记
者被要求付 39 元购票，也不需要实名购
票，站内买票上车的乘客则补交了 3 元

“高速费用”。这辆车最终从余干县瑞洪
收费站上高速，到南昌东收费站下高速，
进入南昌市区。

不按核定线路行驶确实存在

站外多收3元，余干县汽车站是否知
情呢？在余干县汽车站站长室，该负责
人称知晓此事。他认为这是司机的个人
行为。只要司机与乘客协商好了，乘客
同意交钱走高速是可以的，如果不同意
那就不行。“走国道需要两小时，走高速
可以节省半个小时。一些赶时间的乘客

会提出加价走高速。”他进一步解释道，36
元的票价为物价部门的定价，在限额内
不包含高速费用，汽车的行驶路线是昌
万公路。

乘客与司机协商好了，是否就能改
变核定的客运线路？余干县运管所所长
王晓文称，“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记者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其中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客
运客车应当按照许可的线路、班次、站点
运行，在规定的途经站点进站上下乘客，
无正当理由不得改变行驶线路，不得站
外上客或者沿途揽客。

站外上客时，余干至南昌客车司机
不核实乘客身份的做法也存在管理漏
洞。事实上从2018年7月1日起，我省省
际、市际班线（包括毗邻县间班线）全面
实行实名制管理。

对于管理存在的诸多漏洞和违规行
为，余干县汽车站负责人解释称，“我们
现在属于江西长运集团，经营压力比较
大。”

9 月 9 日，记者将暗访的情况反馈
至余干县运管所。该所次日书面回复
记者：发现余干至南昌客车不按核定线
路行驶问题确实存在，9 月 9 日，有 5 辆
班线车改走德昌高速。余干汽运公司
未按照相关规定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
部门报备，存在不按核定线路行驶的违
规行为。回复还称，已对余干汽运公司
负责人及分管业务的相关负责人曹振
文进行约谈，要求今后不得再有以上类
似情况发生。同时责令余干汽运公司
加强内部管理，曹振文作出深刻检讨，
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进行通报；责令余
干汽运公司立即拿出整改措施并认真
落实。

做好日常监管才是硬道理

余干至南昌部分客车擅自加价，以
及改变客车行驶线路问题由来已久。记
者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2015年以来，就
有乘客多次反映这一问题。据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当时加价2元。

余干县汽车站负责人也承认，这样
的问题确实存在有一段时间。

事实上，余干县运管所对擅自加价改
变客车行驶线路一事也非常清楚。“原来
有部分客车存在违规现象。”王晓文认为，
这次余干至南昌班线车不按核定路线行
驶事出有因，就是昌万公路进贤路段7月
份开始修路，从而导致道路拥堵。

“不管怎样，是我们工作没做好。”王
晓文回复道。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前后，南昌至
余干的客运车辆也存在擅自加价和改
变行驶线路的现象。经南昌市公路运
输管理处整治后，这一现象得到改观。
对于余干至南昌的部分客车司机屡教
不改现象，余干县汽车站负责人表示，
只有乘客举报才会去查，查实了会对司
机罚款 100 元至 200 元。王晓文也表
示，曾经对群众举报的违规现象进行过
查处。

“这些客车都安装了 GPS 系统。”业
内人士表示，整治违规行为并不难，只要
做好日常监管，线路走向一查就明了。

把扶贫车间建在村头田间

高安逾千贫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梁剑锋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余干至南昌部分客运车辆不走规定线路，向乘客加收3元且不给票据——

违规运营何时休
本报记者 余红举

从南昌市区的青山路客运站出发，前往余干县汽车站，客车按照核
定的线路行驶；而部分从余干县汽车站发往南昌市青山路客运站的客
车，不仅不按核定线路行驶，还向每名乘客加收3元，且不提供票据。

这种改变客车行驶路线并擅自加价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明令禁止的。然而，这一现象在余干至南昌的客运班线至少
存在5年。更奇怪的是，作为监管单位的余干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在知情
的情况下，却一直无视这种违规行为存在，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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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坊镇扶贫车间设在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执法人员在公园内巡逻执法人员在公园内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