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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20国道芦溪分界埠至江机段改建工程通车
本报芦溪讯 （通讯员周同）1月 1日，G320芦溪分界埠至

江机段公路改建工程顺利竣工通车。升级改造后的公路进一
步完善了萍乡市公路路网结构，改善了公路行车条件，缓解了
芦溪县过境车辆的交通压力。

据悉，该项目由中铁二十四局南昌公司承建，属萍乡市重
点工程，全长14.106公里，路基总宽度24.5米，按一级公路标准
设计，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

自愿捐献遗体

全南一贫困户完成遗愿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1月4日早上，全南县南迳镇古家营

村黄屋组71岁的脱贫户黄养才老人因病在家中去世，家属遵照
其遗愿，通过县红十字会，联系赣南医学院，捐献老人遗体用于
医学研究，成为今年该县首例遗体捐献者。

黄养才2015年因病致贫，是南迳镇古家营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扶贫干部帮扶下，2018年底，黄养才老人一家成功脱贫。
老人生前了解到遗体捐献可以用于医学研究，经过与家属商
量，决定在去世后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并于2019年10月24日
通过扶贫干部联系到县红十字会，签署《江西省遗体捐献志愿
书》。老人常说：“我享受了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无以为报，我想
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国家，也算是作点贡献。”

东湖区去年给引进人才
发放补贴177万元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 月 4 日，记者了解到，为积极高
效完成南昌市人才“港、网、窗”一体化服务平台的青年人才就
业生活补贴、购房补贴审批工作，南昌市东湖区就业局已实现
线上“不见面申报，不见面审批，不见面兑现”，高效便捷服务于
留昌青年人才。

据介绍，为切实贯彻落实《“天下英雄城，聚天下英才”行动
计划意见》和《优秀青年人才储备计划》，东湖区就业局通过一
系列人才政策激励引导，线上实现了“不见面”就能办理审批，
线下持续推送短信、短视频、宣传册、网站，并在各大公共设施
的传媒屏幕宣传相关政策信息，让更多青年人才及时知晓。据
悉，2019年起，东湖区人才引进数量和层次得到双提升，2020年
已为新引进的165名人才发放生活补贴153.6万元。同时，该区
还为符合申报购房补贴条件的 4 人发放 24 万元青年人才购房
补贴。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南昌
市青云谱区京山新街有一条一公里
不到的小街巷，在实施限时单行后，
以往的早晚高峰拥堵不见了，车辆通
行有序，群众拍手叫好。这条南昌市
首次实施限时单行的道路，也成为全
市交通管理部门为民服务不断创新
管理举措的一个缩影。

“一条 1 公里不到的双车道小
路，居然有 3 家幼儿园。一到早上，
家长送孩子的车辆停满路边，堵得一
塌糊涂。车子动不了，喇叭声吵翻
天。”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京山宿
舍区的张大妈告诉记者，以前早晚高
峰期，居民被接孩子的车辆吵得不得
安宁，“但去年年底这里实行单行道
后，一下子就不堵车了，再也听不到
让人心烦的喇叭声了。”

张大妈说的这条单行道，就是南
昌市交管局在京山新街尝试的全市
首条限时单行道。去年12月27日开
始，这条道路每周一到周五（公休日
和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时到9时、
下午 4 时到 5 时由南往北限时单行。
虽然仅仅是每天两个小时变为单行，
但为这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却让辖区
交警费了不少功夫。

“以往早晚高峰期我们都会派警
力在此维持秩序，但这 3家幼儿园的
家长接送孩子的车辆与早晚高峰出
行车辆交织，如果不创新管理举措，
仅靠警力维持秩序无济于事。”青云
谱区交警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李兆峰
介绍说，“我们曾经征求过意见，把整
条街变成单行道但许多群众又不同
意。直到 2020 年下半年，交管局开
始进行交通堵点的治理工作，我们才想出这个限时单行
的办法，跟上级部门沟通后开始运作。”

经过对周边群众走访座谈后，交警中队与青云谱区
第一幼儿园一起发出1000多份征求意见信，绝大多数群
众支持实施早晚高峰限时单行。“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听证
会，与会代表全部支持，于是报交管局审批后实施。”一中
队中队长邓磊说，在实施限时单行后首个工作日，他早早
来到现场观察交通秩序。“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当天早高
峰非常顺畅，没有发生拥堵，也没有刺耳的喇叭声了。”

走进奉新县干垦场上堡分场垱头组，
这里道路平坦干净，庭院整洁美观，一条
条崭新的水泥路通往各家各户，广场上健
身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正在百姓大
舞台上跳着广场舞，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如今的干垦场，每个村庄都在发生着
与垱头组同样的美丽蝶变。三年来，全场
上下靠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决心，全
心投入，大干实干，农村面貌不断改善，美
丽乡村建设成效初显，连续两年在全县新
农村重点村建设评比中获第一名。

真抓实干 基础设施绘好
农村环境新“底色”

垱头组的古井，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

历史，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但随着
时光流转，许多地方年久失修，甚至荒
废。“以前大家都外出打工，村里渐渐空
了，古井、古牌坊也没有人能打理。”村组
长余昌军说。近年来，干垦场重点实施
道路修建、垃圾处理和农厕改造等与村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改造项目。随着基础
环境以及村容村貌的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外出务工的村民愿意回到家乡发展，
改善了以往“空壳村”的局面。截至目
前，干垦场 18 个自然村已基本完成“三
清三拆三整治”任务，覆盖率达 100%；农
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普及率达 91%，
村级道路全部硬化处理，道路旁路灯、绿
化改造普及率达 99.6%；自然村保洁员覆

盖率达 100%。

干群合力 党建引领推进
乡村振兴新“风貌”

“以前的村庄脏、乱、差现象严重，现
在可真是大变样了！”闵家分场党支部书
记闵象鹍欢喜地说道。从脏乱差到示范
村，乡村的蝶变不会一蹴而就。如何真
正让广大农民动起来，激发农村发展的
内生动力，干垦场充分发挥各分场（社
区）党总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美丽
乡村建设装上自动化“引擎”。干垦场
按照“外引+内培”的人才战略，近年来
选拔 10 名后备干部到村跟班学习；支持
农民工匠承接小型工程，深度参与乡村

建设；实施“新乡贤”回归工程等，倡导
新乡贤支持家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同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加强与村民
的联系服务指导，开展党性教育、党日
活动、公益文化、技能培训等，引导村民
参与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整治、生态林
地保护，逐渐改变了农村多年的陋习，实
现农村家庭从外在到内在、从环境到精
神的双提升。

示范引领 文化活动催生
文明乡风新“潮流”

近日，53 岁的村民周凤妹饭后匆匆
赶去村里的活动中心，为村里的文艺演出
做准备。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场领导干部的组织带领下，干垦场整合
村里宣传文化资源，充分发掘村民文艺潜
能，组建了文艺队，修建了群众文化活动
广场和百姓大舞台，有了舞台、广场，村民
的业余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除此之
外，在原有基础上，干垦场还陆续完善了
党员之家、农家书屋、多功能文化活动室
等村级文化阵地，为村民的生活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

“本厂大量招收针车、裁断等男女普工……”1 月 4
日，元旦假期后，新年上班第一天，萍乡市湘东区荷尧镇
新威鞋业的工人忙着挂条幅招工。厂区内热火朝天，各
式各样的鞋底、鞋帮在工人手中成型。厂长伍新章每天
会到车间走走，感受这来之不易的喜悦：“道阻且长，我
和员工一起挺过来了。看着工人忙起来，内心感觉踏实
了，也看到了企业的希望。”

去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很多鞋企来
说危机重重，有些甚至已经陷入了生死之战。作为一家以
代加工和出口贸易为主的小微企业，新威鞋业也不例外，
主要市场在美国、日本、韩国，面对境外封国、封城、封港口
的各项防疫措施，不得不接受订单被取消的现实。

“这些裁剪好的面料都发霉变质了。”在仓库里，记
者从伍新章言语中感受到他的心痛，“以前合作的一家
日本企业倒闭了，去年3月积压了2万双鞋，堆放在仓库
里氧化了，前几天才当垃圾处理掉。”

困难远不止于此，新威鞋业最重要的是稳住工人，
老板伍新章要为接下来的市场复苏未雨绸缪。伍新章与
记者聊起人力成本：“工厂没开工，100多人每人每月保底
工资2500元，没有进账只有支出，想想当时有多困难。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鞋工，才能算得上熟练工。一旦员工
流失，企业的‘本钱’就没有了，再也无力回天了。”

“过了元旦，已经 69岁啦！”伍新章 60岁那年办了这
家鞋厂，办公桌面上用玻璃压着一张申请报告，他说，

“当时真的喘不过气来，想着申请破产，一了百了。”最
终，这张申请报告没有递交出去。

“经历这次困难，以后的困难都算不上困难。”伍新
章对记者道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在这次危机里，疫
情既是一次险情，也是一个机会，能从中脱颖而出的，才
是佼佼者。”

走出车间，聊着聊着，伍新章眉宇渐渐舒展开来，他
说新威鞋业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新威”正翻开新的一
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循着这个思路，“新威”摸索前行。海外市场遇阻，
转向内销也并非易事。外贸鞋和内销鞋不仅销售渠道
完全不同，在工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想要转型，一样有

风险。不过有了湘东区职能部门的帮扶，伍新章有信
心：欠了50多万元税收，税务部门本可以申请不予出票，
如果新威鞋业开不出发票的话，恢复元气只能是一句空
话；欠萍乡农商行贷款利息没还，如果银行申请冻结账户
的话，没有了流动资金，新威鞋业也只好偃旗息鼓……这
一系列问题都在湘东区的帮扶下，一一化解，并申请到了
400多万元贷款，企业资金短缺的拦路虎也被赶跑了。

伍新章想着法子让企业先活下来，再来谋划如何活
得更好。他把眼光转向国内的大品牌，为 361°、巴布豆
等知名品牌鞋企做代加工。他很清楚，现在急需的是资
金流，外贸订单需要3个月时间才能到款，而国内订单一
般只需要一半时间；外贸订单的利润也被外资企业算得
死死的，深耕国内市场利润空间更大。

伍新章通过优化管理，将做一双鞋的成本降低了1.3
元，鞋的品质也得到提升，企业运行很快走上正轨。他
向记者透露，他准备在春节后再上两条生产线。

“之前委托他人管理，现在自己上阵，管理出效益。”
伍新章改变了原来的粗放式管理模式，现在精准到“一
针一线”，精准到每一分钱。哪里投入能省钱提高效率，
他就往哪里投钱。比如，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投入100多
万元采购了电脑针车，比人工针车每双鞋降低成本 0.2
元，还节约了人工成本，效率提高了40%。

新威鞋业今年内销有 150 多万双鞋代加工订单，现
在第一要务就是招工。回到办公室，从老伍联系招工急
促的语气中，记者仿佛听到他不服输的精气神，也看到
他对新威鞋业未来的信心。因为这几个月，国内市场每
月为新威鞋业带来40万元进账，外贸订单亦恢复到最高
峰时的七成。在新威鞋业财务室，记者看到账本上密密
麻麻记录着出口详单，还新增了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家
的订单。伍新章兴奋地说：“每个月有 10万双鞋的海外
订单，人手不够，只能接4万双订单。现正利用春节返乡
季加紧招工，迎接企业美好春天的到来！”

近日，乘客在万载县鹅峰乡石笋驿站有序上车。近年来，万
载县扎实推进村组道路建设，全力打造“发展路”“共享路”“连
心路”“致富路”，全县境内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805.57公里，形
成了以国省干线为主导，县级公路为骨架、乡村公路硬化为脉
络的交通网格局。 通讯员 郭久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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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不“单”新威发“威”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文/图

奏响宜居音符 唱响田园牧歌
——看奉新县干垦场新农村建设

熊涛帆

1月4日，
无人机航拍南昌高

新区鱼尾洲湿地公园，成
片火红的水杉，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打卡”。昔日粗放式
养殖管理的鱼塘，被悉心打造成
一处风光秀丽的“海绵公园”，
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新威鞋业厂区生产车间一片忙碌。

一家以代加工和出口贸易为主的小微企业，从订单被取消、生产停工，到国内市场每月进账
40万元，外贸订单恢复到最高峰时的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