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3
日，大余县梅关古驿

道的梅花竞相绽放，花香
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游玩。近年来，大余县在推进全域
旅游过程中，对梅关古驿道进行保护
利用，道路两旁广植全国各地梅树品
种，再现“梅开庾岭为香国”美景。每
年12月到次年2月，梅关古驿道便
成了游客和摄影师的乐园。

特约通讯员 叶功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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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刚刚建成的乐平市安
殷水河十里风光带和磻溪河美丽乡村
田园综合体，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
河边传来捣衣声和女人们欢快的笑
声，沿河两岸有老人悠闲地散步，村庄
里孩子们在平坦的水泥路上追逐玩
耍，村旁边地里村民在劳作……河边
游步道两旁草木葱郁，河水清澈如镜、
群鱼畅游，亲水平台旁古树参天，沿河
民居风格统一……好一幅自然和谐的
乡土画卷。

“家门口有一条河，以前两岸总是
被垃圾包围，夏天蚊子乱飞、河水发
臭，路人都掩鼻而过。现在经过整治，
连空气都是甜的了！”站在安殷水河边
的亲水平台上，谈起如今的生活感受，
礼林镇东头村村民朱发胜喜不自禁。

在磻溪河和安殷水河畔，这样的
亲水平台有很多。乐平市这两条曾经
又黑又臭的小河，以及沿岸脏乱差的
村庄，为何摇身一变，成为美丽的风景
线？这一蝶变源于当地政府对人居环
境和流域生态的综合治理。

在当地人的心中，安殷水河与磻
溪河承载了他们对乡土的美好记忆。
但近年来，两河自净能力差，沿岸乡村
生活污水直排河中，造成水质恶化。
此外，由于安殷水河部分河段岸坡较
陡，经常出现河岸崩岸、塌岸险情。加
之局部泥沙淤积严重，造成河床抬高，
削弱了河流的洪灾防御能力。

“河道再不治理，一旦遇到大洪
水，两岸村庄和农田将会不堪一击。”
乐平市水利局局长邵波说。2020 年，
安殷水河道治理工程被列为国家灾后
水利薄弱环节建设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包括 4.3 公里长的河道疏浚和 12
公里长的护岸；拆除重建 1座陂坝，新
建 2.6 公里的游步道和 15 座亲水埠
头。工程惠及 2 个乡镇和多个行政
村，3.8万人、1.7万亩耕地受益。

与此同时，乐平市礼林镇将安殷
水河十里风光带建设项目列为 2020
年集镇环境整治提升重点工程，项目
涵盖礼林居委会和陈埠村委会的四
房、东头、陈埠等6个自然村。

长期以来，位于后港镇的磻溪河
及沿岸村庄也陷入脏乱差的窘境。两
年前，“磻溪河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
项目建设启动，项目涵盖后港镇的大
田、杨家坞、磻溪等 9 个自然村落，规
划面积约 4.2 平方公里。其中秀美乡
村打造、七彩花田、大军山人工湖景
区、磻溪河一河两岸改造工程、乡镇企
业文化公园等一期工程相继完工，涉
及磻溪水河道景观、道路管网、外立面
改造、景观提升等民生基础
设施建设。

“问 题 在 水
中 ，根 源 在 岸
上。”乐平市
河 长 办 专
职 副 主 任
陈光清介
绍 ，治 水
之首在截
污。在对
沿岸村庄
环 境 整 治
中 ，该 市 从
两河沿岸排污
口抓起，追溯污
染源头，对河岸线
排水口铺设污水截流管
道进行集中处理。对河流沿岸村庄主
干道和巷道，当地进行系统建设，采取
铺设管网加氧化塘自然过滤的模式对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一系列人居环境
整治措施，让沿岸村庄逐渐展露秀美
的身姿。

经过一系列治理改造，昔日又脏
又臭的河流，摇身一变成为景观河，水
质也逐渐达标。承担 5万多人供水任
务的礼林镇自来水厂，以辖区勤俭水
库为水源地，因为安殷水河的水质大
提升，又多了一个备用水源地。

走进沿岸村庄，映入眼帘的是平
坦的水泥路，明亮的小洋楼。家家
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水冲式厕所。
河边空地安装了健步机、转腰器、压
腿器等健身器材，以及棋盘桌等休
闲设备……如今的沿岸村庄，处处充

满变化和活力，村民
生活幸福美好。

“现在最大的感受
是交通方便了。过去家门

口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沙土
路，三轮车都过不了，碰到下雨天

更是麻烦。现在一条大路从家门口延
伸，出门也不用看天了。”在依河而建
的宽阔景观路上，礼林镇村民洪小亮
告诉记者，人居环境改善后，他转让了
在浙江义乌的门店返乡创业，利用自
家三层楼房改建了农家乐，每逢节假
日和双休日，顾客盈门，收入不比在外
经商差，还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

“风景这么美，乡村旅游发展肯定
有奔头。”洪小亮说，春节过后，村里还
会有4家民宿和农家乐开张营业。

河边古树参天，曲径通幽，亭台水
榭与近处的民居、远处的田园相得益
彰，生态与美景完美融合，增添了安殷
水河与磻溪河的秀美水韵。对于家门
口发生的巨变，后港镇大田村老人石
贵明非常珍惜，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
会沿着游步道走上 1 小时，呼吸新鲜

空气，观赏自然风光。
如今，安殷水河十里风光带和磻

溪河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已揭开面
纱，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
开。而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不仅促进了
当地集镇商业发展，改善了基础设施，
优化了交通环境，还美化了群众生活
环境，丰富了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沿岸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满目翠绿的田园美景，独具韵味的秀
美乡村，催生出乡村新业态。当地正
加快规划农家乐和旅游发展，以吸引
更多城里人来住民宿、吃土菜。生态
环境带来的经济收益，将让村民过上
更加美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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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鼓励年夜饭外卖无接触配送
本报南昌讯 （记者吴欣荣）近日，南昌市商务局转发有关通

知，要求各餐饮企业科学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科学合理做好口罩、手套、消毒剂、测温
仪、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储备，重点抓好员工卫生管理、食品采购加
工、场所卫生消毒、经营服务防控等措施落实。同时，鼓励通过年
夜饭外卖服务、无接触配送服务等方式，降低疫情防控风险。

为此，南昌一批餐饮企业纷纷行动起来，严格戴口罩、扫码、登
记、测温、一米线、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各餐饮企业创新消费模
式，为消费者提供年夜饭外卖服务和预订配送服务。据了解，除了
预订、菜品真空包装打包、外卖配送，无接触点餐也成为餐饮企业
的一大卖点。

广昌“四不”法推进秸秆禁烧
本报讯（记者陈化先）记者从广昌生态环境局获悉，广昌通过

压实责任、依法管控、转变观念、宣传教育等举措，让秸秆“不能烧”
“不敢烧”“不想烧”“不再烧”的“四不”法深入人心，以此作为该县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成效显著。“十三五”时期，广昌
PM2.5年平均浓度控制在26微克/立方米以内。2020年广昌县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62 天，优良率高达 98.9%，PM2.5 浓
度均值为15.8微克/立方米。

广昌通过压实责任，全面落实县－乡镇－村－村组的网格化
管理，制定污染防治攻坚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由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大气污染防治专业委员
会组织协调，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各乡镇推广辖区
内秸秆综合利用和推进露天禁烧管控；发挥各地网格化监管作用，
对本辖区重点地域、重点部位实施 24小时不间断轮班检查，根据

《抚州市秸秆禁烧工作考核及奖罚办法》，建立全县秸秆禁烧奖罚
机制，对全县 11个乡镇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行为进行考核；在全
县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模式的研究示范，深入挖掘推广全县秸
秆农用典型模式，用实际效果引导、教育农户转变观念。目前全县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本报新余讯 （邹宇波 记者曹耘）1 月 20日，记者
走进位于新余市长青北路的广场锦苑小区，只见路面干
净整洁，车辆停放有序，车行道闸、人行门禁、公共照明、
监控系统等一应俱全。难以想象，这里以前是一个脏、
乱、差的无物业管理小区。去年，新余市通过政策引导、
部门配合、企业服务、居民参与的方式，让全市407个无
物业管理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全覆盖。

长期以来，治安、环卫、停车、违建等一系列问题困
扰着新余无物业管理小区的居民们。到 2020 年初，该

市尚有无物业小区407个。为改变这一局面，新余出台
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无物业管
理小区物业全覆盖工作。

在实施过程中，该市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对无物业小区的门禁监控、供电排水、路面屋面等基础
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提升了小区的功能和品质。通过
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单位自管、业主自管、街道办
或社区代管等方式，实现了物业服务的进驻。作为全市
首批引进物业服务企业的试点小区之一，新余市第三中

学旁的水务尚都小区焕然一新。“自从引进专业的物业
公司后，小区有了保安和保洁,也修好了电梯，连以前满
是污垢的景观池都变得干干净净。”说起大半年来的变
化，业主陈先生很是满意。里木塘小区为新余居住人口
最密集的小区之一，长年处于“不设防”状态，自开展物
业全覆盖工作后，20余个出入口均装上了大门、道闸、监
控等安防设施，不仅提高了小区的安全指数，也为疫情
防控筑牢了防护墙。目前，该市主城区的226个无物业
小区就有800余名物业服务人员进驻。

我省生猪存栏数增长56%
去年产能恢复至2017年水平

本报讯 （记者游静）1月 21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我
省深入实施生猪复产增养行动计划，2020年全省生猪存栏 1569.9
万头，增长56%，生猪产能恢复至2017年水平。

2020 年，我省打好用地、财政、金融等政策组合拳，为生猪
产能恢复提供强有力保障。落实生猪养殖用地 6.3 万亩，支持
生猪养殖林地定额 972.1 公顷，调减禁养面积 9875.37 平方公
里。省财政累计安排扶持资金 6.8 亿元，完成引种补贴 33 万
头。优化“放管服”，进一步简化动物防疫、用地、环评等相关程
序，为 124 个生猪养殖项目办理环评承诺制。探索推出以生猪
活体、经营权、保单、龙头企业担保等为抵质押品的信贷模式，
生猪产业贷款余额 386.17 亿元，增长 103.7%。同时，推进大型
现代化养殖企业落地建设，形成“龙头企业带中小养殖场户”复
产增养的发展模式，带动 4300 户中小养殖场户改造提升、补栏
增养，加快形成实际产能。

1月21日，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花果山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户正在领取奖品。近年来，新建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引导
城乡居民积极参与，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特约通讯员 涂 欢摄

从无人管理到管理有序

新余407个无物业小区有了新“管家”

环境整治动起来 民生工程建起来

乡村河流唱起欢乐歌
本报记者 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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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区着力优化社区活动场所
本报南昌讯（记者宋思嘉）近日，记者走进南昌市西湖区西湖

街道康王庙社区活动中心，但见居民们在宽敞明亮的健身房、读书
角活动，一旁极具科技感的VR体验室正在播放影片，儿童活动室
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自去年11月底改造完毕，我们每天上午都会
来这里的舞蹈房排练，好环境让我们开展活动更加舒心。”辖区居
民熊代亮高兴地说。

康王庙社区是西湖区着力优化社区活动场所，提高居民幸福
感的一个生动例证。为全面解决社区活动场所面积不达标、位置
不集中、功能不健全等问题，该区统筹整合邻近社区，采取利用棚
旧改空置地块、财政购买社区用房，或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对接，补
足社区用房面积等方法，扩大社区服务阵地、提优社区服务环境、
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并确保全区 130个社区的活动场所面积均超
过300平方米。

▲乐平市精心打造的磻溪河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
◀1月24日，村民在村里的亲水平台上跳广场舞。

通讯员 朱定文摄

1月24日，庐山市千年石岛落星墩完全露出水面，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观赏、拍摄。落星墩是该市地标性建筑物和象征性文物古
迹。在鄱阳湖丰水期，落星墩淹入湖水之中，只剩部分亭院建筑露
出水面。到了枯水期，落星墩就会完全浮现出来。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