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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 建

“村事民办，大家拧成一股绳，不等不靠，村民自己
筹资，把村里的水渠修好了。”2020 年 12 月 10 日，贵溪
市泗沥镇王湾村村民邱水元说，村民投入劳力近100人
次，维修干渠7.8公里，解决了近1000亩农田灌溉难题。

去年，贵溪市泗沥镇探索“村事民办+民事村办”乡
村治理模式，打通基层自治的“神经末梢”，做到了村事
民当家，有效地凝聚起党心民心，强化了基层自治，助
推了乡村振兴。

民事村办 村民办事不出村
“现在真的太方便了，只要到村里的便民服务中心

填写表单、提交证明，村委会就能代办。”想起以前补办
身份证要在城区和乡镇来回奔波，泗沥镇杨山村村民
吴国辉感触良多。

据泗沥镇镇长李奎三介绍，自 2019 年 10 月以来，
泗沥镇在全镇 15 个村（社区）打造“1+7+N”（1 个便民
服务中心、7个职能室、N个特色功能室）一站式党群服
务中心，整合资源，罗列了 50项便民服务事项，切实提
高为乡村百姓服务的广度和效率。

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杨山村党支部书记邱娥英
到联系户江振华家中打捞问题。通过“党员联系户+网
格化管理”模式，该村每名党员挂点联系3至5户村民，
定时上户摸排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民事村办，让我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干群关系也
更加融洽了。”江振华笑着说。

泗沥镇厘清民事村办权限，梳理公布了涵盖社会

保障类、证照办理类、咨询服务类、便民服务类等四大
类49项村级（社区）事务清单，并在该镇8000余户村民
家中张贴民事村办指南，将村干部包干小组分工、代办
员上门办理的联系方式一一列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贴心服务。

自民事村办制度探索运行以来，该镇共受理群众
各类服务事项1800余件，服务事项办结率、群众满意率
均为100%。

村事民办 集中力量办大事
乡村治理，村民是主体。泗沥镇推动乡村治理重

心下移、找准自治发力点，唤醒村民自治意识，打通群
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因
为周湾村小组这条路常年没有路灯，影响出行，我提议
我们村小组每人出一点资，自己把路灯建起来，这样也
方便大家。”在王湾村周湾村小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村小组理事长周检发号召村民共同出资，给村里装路
灯。一时间，村民纷纷响应，你捐 500元、我捐 1000元，
一下子就筹集了5万元。

看到大家踊跃捐款的场面，王湾村党支部书记郑
兵和很感动，安装路灯本应该是村委会做的事，却被村
里的老百姓自发做了。

集资捐款安装路灯仅仅是王湾村村事民办的一个
缩影。2020年初，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王湾村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将新农村建设、宅改、环境整
治、移风易俗、防汛抗旱、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矛盾纠纷

调解等 13件事项列入村事民办范畴，引导各村小组能
办的事情自己办，真正做到村里事、村民理。

在新农村建设、通村组公路、水库维修改造等项目
实施过程中，泗沥镇充分发挥村民理事会、乡贤能人、
致富带头人的牵头作用，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的同时，
组织村民进行资金自筹，确保项目开工建设。

成效凸显 乡村振兴底气足
据了解，泗沥镇通过“村事民办+民事村办”乡村治

理模式，取得一系列成效。
——乡风民风更加文明。该镇红白理事会结合实

际、因地制宜制定了酒席种类和操办标准，相互攀比、
铺张浪费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各村乡风文明理事会通
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饺子宴”“敬老宴”等活动，孝老
爱亲、重义守信的良好风气越来越浓；腰鼓队、广场舞、
健身操等活跃在各村文化广场，群众的业余生活更加
健康丰富了。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去年，该镇共完成了26个
自然村53个新农村建设点的建设任务和24个试点村的
宅改工作。拆除危旧空闲房353栋、围墙5144米，完成了
21个山塘水库的维修扩容和20余公里水渠维修。

——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一方面，民事村办让群
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服务，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另一
方面，村事民办实行网格化管理，将治理“关口”前移，
使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预防
了信访问题的发生。

村事民事自家事 大事小事一起干
——贵溪市泗沥镇探索“村事民办+民事村办”治理模式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近年来，随着
运管部门打击力度的加大，非法营运车辆摸
准运管部门不进入高速公路执法、高速交警
无权查处非法营运的管理盲区，屡屡在高速
公路上“多拉快跑”，逃避执法检查。为了破
解这一难题，日前，省高速交警直属一支队第
七大队利用大数据研判技术排查识别非法营
运车辆，并联合地方运管部门开展联合打击，
取得明显效果。

“我们充分利用科技设备及各平台数据
积累，对每天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利用数据建
模等分析研判，总结分析非法营运车辆规律、
特征，形成大队专项治理工作机制，目前已分
析研判出涉嫌非法营运车辆共 127辆。”第七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非法营运车辆一般
具有短途高频次、固定线路的明显特征，大队
抓住这个特点，运用卡口数据建立模型，筛选
出每个月在辖区内往返 15 次以上的车辆列
为异常数据，通过查询车辆使用性质、具体运
行轨迹来判断是否具备高频次、线路相对固
定的情况，符合这一情形的即列入嫌疑车辆
数据库，指挥中心将再次对数据库内嫌疑车
辆的车辆信息、违法情况、通行轨迹进行研
判，总结特征规律，为下一步整治提供数据支

撑。有关人员说：“大数据分析方法在打击非
法营运方面非常实用，我们的这套分析方法
也准备在全省推广。”

据了解，查找出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后，还
要依靠运管部门对非法营运车辆进行查处。
2020年12月19日凌晨5时，第七大队联合南
昌县运管稽查大队在南昌南收费站开展联合
行动，利用科技设备定点追踪、预警，对其采
取精准打击。

整治行动中，驾驶员王某琴和王某根涉
嫌非法营运被查获。经查，两人均由乐安拉
客前往南昌，都是通过微信群拉客，私自收取
一定费用，并不惜采取违法超员、“多拉快跑”
的方式谋取私利。

“有了前期数据支持，我们的联合查处不
必像大海捞针般逐车检查，减轻了执法强度
和成本。目前分析研判出涉嫌非法营运车辆
共127辆，在布控中的车辆40辆，已查获非法
营运车辆 29 辆。”南昌县运管稽查大队大队
长罗香林表示，下一步，大队将继续与高速交
警联合执法，把开展非法营运车辆整治行动
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持续打击，多角度、全
方位管理，维护交通运输秩序，净化群众出行
环境。

省高速交警和运管利用大数据协同执法

破解非法营运管理盲区

“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啊，现在天
气冷，山上花粉少，我每天都要来瞧瞧
这些蜜蜂，给蜂箱保保暖，给蜜蜂喂喂
食。把它们照顾好了，来年才会产好
蜜！”2020年 12月 27日，在奉新县上富
镇路口村，肖祥烈正在逐一检查蜂箱
里的“宝贝”。

61岁的肖祥烈是路口村后岭组村
民，因患病导致行动不便无法从事重
体力劳动，多年来都是靠着和老伴养
猪维持基本生活。近几年，当地加强
了生态环境保护，肖祥烈的家庭养猪
也被迫中断。

“养猪不行，还可以养别的。”驻村
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干部了解到肖祥
烈曾经有过零散的养蜂经历，便决定
帮助老肖转行养蜂。

2018 年，肖祥烈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申请到了第一笔扶贫小额信贷，
购买了 40 余箱蜜蜂和一些养蜂用具。

为了消除老肖心里的担忧，村里

请来了当地的养蜂能手传授经验。取
蜂盘、割蜂蜡、摇蜂糖以及日常养护，
老肖逐渐掌握了这些技能。看着老肖
养蜂如此带劲，村里也攒着劲帮忙搞
宣传、联系销路。

“我的蜂蜜都是纯天然的，没有添
加剂，质量好，味道也不错！”2019 年
10 月，在驻村第一书记帮助下，老肖
将自家产的蜂蜜带到了贫困户农产品
展销会上推广。2020 年，驻村第一书
记又通过微信朋友圈带货，并利用县
政府小超市平台，将老肖的蜂蜜搬上
了货架。

通过养蜂，老肖一家逐渐有了稳
定的收入来源。2020 年 12 月，老肖
的第三笔小额信贷正在申请当中。
他说：“2020 年我养的蜂产了近 200
公斤蜜，加上产业奖补，一年下来有
1 万多块钱的收入。新的一年我打算
继续养蜂、养牛，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
过好。”

养起小蜜蜂 日子更甜蜜
李思琦 本报记者 陈 璋

青原区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吉安讯 （记者刘之沛 通讯员彭生苟）连日来，

随着气温大幅下降，吉安市青原区部分地区遭受冻灾，该
区紧急调配、运送御寒物资，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2020年 12月 30日上午，在青原区应急管理局门口，
大型货车正在卸货，这是省应急管理厅调拨过来的 200
床棉被、300 件军大衣和 200 件羽绒服。接到这批物资
后，青原区应急管理局迅速进行分配，并配上区里早已准
备好的粮油等物资，分批送往各乡镇街道受灾群众的手
中。该村受灾群众曾招姑老人，今年83岁，体弱多病，并
有肢体残疾。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穿上送来的军大
衣，开心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给我送来了温暖。”

浮梁县调配百万元防寒物资
本报浮梁讯（记者王景萍 通讯员黄湘国）2020年7

月，浮梁县遭遇特大洪灾，全县 16 个乡镇受灾严重。
2020年 12月 27日，为应对入冬以来的强冷空气，让受灾
群众顺利过冬，浮梁县减灾委和县应急管理局等单位，积
极协调调配防寒衣被，送往受灾群众手中。

2020年12月30日至31日，浮梁县出现寒潮天气，气
温降至零下7℃左右，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该
县启动应急预案，提前调配了棉被675床、毛巾被780床、
毛毯 638 床、军大衣 423 件、棉大衣 120 件、羽绒服 183 件
等价值近百万元的防寒物资，送往全县 16 个乡镇，让受
灾群众第一时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婺源彩虹桥将重现“彩虹”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黎明）2020年 12月 29日，随着
一根巨型原木被吊起安放，婺源县清华镇彩虹桥修缮工
程正式开工。待到今年 3 月春暖花开时，游客们可再次
感受“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诗情画意。

婺源彩虹桥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是全国重点保护文
物，被誉为“中国廊桥史上的绝版”“中国最美的廊桥之
一”。2020年7月8日晚，受特大强降雨影响，清华镇一带
河水猛涨，彩虹桥桥面被洪水淹没，部分桥面木结构被冲
毁。彩虹桥受灾之后，婺源县及时发布“彩虹令”，寻找被
洪水冲走的彩虹桥原木构建，随后陆续收到了网民提供
的相关信息及原木构件70多件。

在修缮过程中，婺源将严格按照“安全第一、保护为
主、旧料利用、统一风格”的原则，充分利用原木构件，采
用稳妥的修缮技术、最小干预措施，尽量保持彩虹桥原形
状、恢复彩虹桥昔日光彩。据该县文物局负责人介绍，整
个工程造价 287万元，预计 2021年 3月下旬竣工，并向游
客开放。

婺源清华镇彩虹桥维修工程启动。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搁”了20年的“断头路”要通了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山路

街道丹霞路已完成征迁，目前正在进行路面施工，这意味
着这段“断头路”终于要打通了。

青山路街道丹霞路西起沿江北大道、东至青山湖大
道，全长约1.85公里，其中沿江北大道至青山北路段长约
380米，为沿江北大道的快速路衔接段，道路中间涉及征
收户 38 户。2000 年，青山湖区计划打通“断头路”，因征
收补偿有异议，一耽搁就是 20 年。2020 年，终于完成了
征收工作，打通“断头路”的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丹霞路
打通后，可分流从青山湖大道进入沿江北大道快速路的
车辆，缓解周边交通压力。

畅畅

2020年12月29日，在会昌县城东幼儿园室外体育课
上，小朋友通过参与“超级大足球”趣味游戏活动，享受运
动的快乐。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2020 年 12 月 30
日，萍乡武功山景区
银装素裹，在阳光照
耀下，蓝天、白雪、云
海交相辉映，美不胜
收，吸引全国各地游
客前来赏景拍照。

通讯员 谢凌阳摄

冬日美景

玩转大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