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2 月 16
日，本报报道了南昌市基层派出所窗口
无法办理交管业务的问题，引起了南昌
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南昌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万秀奇要求相关部门尽快
解决问题，并举一反三，在全市基层派
出所户籍窗口进行排查和改进。目前，
全市所有派出所已实现交管业务全覆
盖，并实现数据共享。南昌市民不受户
籍所在地影响，在任何一个派出所户籍
窗口都能办理15项高频交管业务。

12月21日下午4时，记者再次来到沙
井派出所户籍办证大厅，在出示了换领驾
驶证的所需材料后，不到5分钟，就领到了
新的驾驶证。随后，市民邓先生也在窗口
办理了交通违法单据打印业务。

“因为单位财务要去银行交钱，所以
我没法在手机上处理，必须到窗口办
理。刚刚去红谷滩交警大队发现有许多
人排队，我就来派出所看看，没想到很快
就办好了。”邓先生说，他是第一次在派
出所办理交管业务，感觉非常方便。

“非常感谢媒体对我们的监督。”南
昌市公安局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12月
18 日，南昌市公安局召集了全市 161 个
基层派出所负责人和 12 个县区交警大
队负责人开会，对暴露的问题进行了反
思，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据了解，南昌市公安局还出台了派
出所交管业务设备的报修制度。据此，
该局督察支队、政务服务支队将对设备
报修以及交管业务办理进行监管。各
个派出所的设备一旦损坏要立即报告，
由交警大队维修。如果设备需要返厂
维修，派出所窗口要张贴告示，并告知
群众如何就近办理，从而做到每个环节
留痕，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区公安分局责令沙井派
出所领导作出书面检讨，并对当事民警进行提醒谈话，杜
绝此类事情再发生。在全分局召开教育整顿大会，强化
岗位培训，要求各派出所指定专责民警到交警大队进行
业务学习培训，并将派出所办理交管业务纳入考核。同
时，分局户政大队还对所辖派出所的交管业务办理设备
进行全面摸排和维护，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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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童梦宁）冬季的鄱阳湖，
万鸟翔集，鹤舞雁鸣。与此同时，南昌、九
江、上饶3个设区市及沿湖14个县（市、区）
开启了一年一度的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
地保护专项整治行动。该行动涉及公安、
林业、农业、水利、环保及交通等众多职能
部门。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行动将5G技
术运用拓展延伸至候鸟栖息的“无人区”，
构建“全域布控，全链打击”新模式，以智慧
化手段，打造我省境内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智慧管控综合服务平台“南昌样板”。南昌
市公安局已组织警力深入辖区鄱阳湖岸

线，全面规划建设无人机巡航站等智能化
防控工程。

鄱阳湖岸线总长 1200余公里，其中南
昌市辖区岸线 260余公里。为提高执法效
率，南昌市公安局会同渔政部门开发建设
智慧禁捕平台，拓展延伸 5G 技术运用，通
过无人机搭载相关智能系统，实现单机直
径 10 余公里的盲区巡航覆盖，让盲区不
盲。此举也意味着 5G 技术挺进鄱阳湖网
络盲区，让鄱阳湖南昌水域插上 5G 翅膀，
推动全省湖区陆续运用5G技术，加强部门
协同联动、地方互动协作，形成执法合力，

智慧护鸟禁渔，进一步落实“鄱阳湖 10 年
禁捕”工作，助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绿色发展。

12 月 21 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
前南昌市已着手开展全域建设，近期将
在湖区岸线陆续安装 400 余个天网探头
及相关船载设备，并在人烟稀少的岸线
地段布设 10 余个无人机巡航站。届时，
南昌市境内的鄱阳湖区将形成“水上搜、
岸上封、桥下防、空中巡、陆上查、道上
控”的立体化防控，实现对捕猎、运输、销
售等违法行为全链条的打击功能，全面

提升护鸟、禁捕及治砂等湖区重点防控
工作效率。

据了解，目前南昌重点水域智慧管
控综合服务平台设有水域数据、动态监
测、动态预警、综合执法、信息档案等五
大模块功能。其中，动态预警功能可利
用天网探头收集人员、车辆、渔具等数
据，进行智能分析和比对，自动识别犯罪
迹象。随着下一步“全链打击”功能完
善，执法人员可根据精确的情报信息，及
时发现非法捕捞捕猎行为，快速予以制
止、打击。

本 报 南 昌 讯 （记 者陈
璋）南昌地铁3号线的建设已
进入收尾阶段，12月22日，记
者实地探访，感受3号线地铁
站不一样的风格和特色。

南 昌 地 铁 3 号 线 全 长
28.5 公里，共设 22座车站，其
中包含 5 座特色车站和 17 座
标准车站，线路装修定位为
科技文化线，主基调颜色以
蓝色为主。特色车站从规划
装修、选材用材方面区别于
标准车站，由起点至终点，依
次为八大山人站、江铃站、绳
金塔站、六眼井站、火炬广
场站。

记者在八大山人站看
到，以八大山人《乡人约南
登》画为设计元素，将画的轮
廓做成扇形的灯具进行模块
的阵列组合，灯具上印有八
大山人系列书画作品，墙面
利用高温油墨打印山、水、竹
图案，将南昌传统文化与现
代技术相互融合，展示浓浓
的人文特色文化。江铃站则
以集装箱为设计元素，采用
阳极氧化铝板，具有拉丝金
属质感，结合科技灯光对空
间进行塑造，将空间打造成
一个精致、科技、未来的地铁
空间。

绳金塔站设计以江西传
统文化为切入点，以南昌绳
金塔外观建筑对空间进行塑
造，墙面印有八一起义纪念
馆、八一起义纪念碑等图案，
向世界展示南昌自然生态和
历史文化。六眼井曾有“南
昌第一井”之誉，该站以井的
轮廓为设计元素，结合科技
的灯光进行组合运用在天花
板上，打造一个现代、科技、
未来的地铁空间。火炬广场
站以“蓝色科技树”为设计元
素，将天花柱面进行一体化
设计，讲述智慧城市之树茁
壮衍生出各种科技成就。

此外，特色车站整体墙
面还采用微晶石新型装饰建
筑材料，硬度高，光泽度可控
制，无辐射性且环保性强，表
面可采用高温油墨打印任何
定制图案，美观耐看。

开鸽舍门，给鸽子喂饲料，打扫卫
生……每天一大早，徐林生便从鸽舍的忙
碌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徐林生是黎川县
德胜镇东山村杨林洲组贫困户，由于勤劳
踏实肯干，徐林生不仅自己脱了贫，还激励
更多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徐林生的命运多磨难，小时因意外烧

伤导致右脚残疾，行动不便，干不了重体力
活，他只能帮人家装水电，自己扎扫把卖，
挣不了多少钱，一家人生活过得极为艰
难。1996年，苦于租住的房子实在太小又
不方便，徐林生跟亲戚朋友借钱，赊欠建房
材料在村里建起了房子。一家人搬进了新
居，夫妻俩努力挣钱还债，生活依然过得十

分拮据。
2017 年，徐林生因为残疾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驻村连心小分队了解到他家
情况后，积极帮助他申请产业奖补资金助
其养殖肉鸽，并给他安排公益性岗位保洁
员，全家收入逐年增加。去年，徐林生种
田、做保洁员、养鸽子的收入总共达4万多

元，并且顺利脱贫。
“身体有残疾，精神不能残疾，只要勤

奋一样能富裕。”尝到甜头的徐林生干劲更
足了。如今，他的鸽舍里有鸽子 2500 多
羽，单这一项的收入今年有望达 6 万元。
靠着自身的苦干实干和政府的扶贫帮扶，
徐林生的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社区邻里中心服务群众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龚风琴）有人静静地读书看报，

有人有序登记测量体温……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在南昌
经开区蛟桥镇盛华社区邻里中心上演，这里也成为小区
居民“打卡”的新去处。

盛华社区邻里中心位于奥克斯盛世华庭小区内，中
心设有社区便民服务窗口，设置了托育托教、生活服
务、居家养老、文化体育等丰富多样的为民服务项目。
中心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乐居共融 邻里温情”主题，
以方便群众生活、满足多元需求、倡导邻里互助、促进
社区和谐为宗旨，充分利用辖区资源，形成综合服务格
局，致力于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
便捷的服务。

异地上门办理公积金支取手续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刘美艳）“这么远

都来上门服务，给我们办理公积金支取手续，真是太感谢
了！”日前，家住南昌的万女士激动地对上门服务的宜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高安市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

原来，万女士的丈夫黄先生是高安市某银行的职工，
2016年在南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但不久后黄先生突发疾
病，导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而万女士在南昌工作，又要
照顾黄先生，难以到高安办理支取手续。宜春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高安市办事处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两名工作
人员专程来到南昌，上门办理支取手续。

据了解，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探索服务
便民新举措，开通绿色办理通道，实施错时延时预约服务
和上门服务等，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一站式”办理解民忧
本报丰城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黄勇、熊咪咪）“感

谢综治调处中心，在家门口调解好了烦心事。”近日，丰城
市尚庄街道马塘村村民鄢某在陶瓷厂上班受伤，到综治
调处中心反映赔偿诉求，综治调处中心立刻受理，召集法
庭、纪检、劳动保障、综治、司法等工作人员，邀请涉事企
业，通过多部门耐心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
协议。

近年来，丰城市尚庄街道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制度，全力推进街、村（社区）综治中心规范化、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打造综治中心事项一站式办理，整合公
安、法庭、纪检、劳动保障、综治、司法等部门力量，形成合
力开展联合调处，将矛盾纠纷通过“一个大厅多个窗口”
受理化解，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条龙”
服务，形成“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解决群众诉求新机制
和多种手段综合调解的多元模式。

5G技术挺进鄱阳湖盲区智慧护鸟禁渔
南昌市将在区域内湖区岸线建设10余个无人机巡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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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 脱贫奔小康
吴细兰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座特色车站弘扬本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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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❶：火炬广场站的“蓝色科技树”造型。
图❷：江铃站采用集装箱为设计元素。

图❸：八大山人站设计扇形灯具元素。
图❹：六眼井站以井的轮廓为设计
元素。
图❺：绳金塔站对空间进行了别致

的塑造。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12月14日，新余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正
在检测车辆。年底临近，新余城区共8家机动车检测机构对
符合检测条件的机动车实施尾气排放、灯光等动态检测，应检
尽检，力保辖内机动车行驶安全。 通讯员 陶贵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