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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资溪县红十字会志愿者将温暖包送到高阜镇莒州村孤老邓金旺手中。春节临
近，当地“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志愿者们将温暖箱、棉衣、粮油等生活用
品送到贫困户手中，确保困难群众平安过节、温暖过冬。 特约通讯员 吴志贵摄

◀1月28日，石城县屏山镇亨田村的70周岁以上老人在村孝老食堂内免费享用擂米茶。
通讯员 李方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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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 项 目 301 个 、交 易 成 交 总 额
372629.46万元、增收节支7072.62万元……
这是赣州市南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交出的殷实成绩单之一。

近年来，南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不断优化进场
交易项目的见证、场地、信息、档案、评标
专家抽取、保证金管理等服务工作，整体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加强制度
建设和内部管理，确保进场的每一个交

易项目在中心都能规范有序地进行，大
力提高了公共资源交易配置和公平性，
着力提升了公共资源交易的服务质量和
监管水平，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2020 年，该中心累计安排招、拍、挂
会议 196 场（次），涉及项目 301 个（宗），
交易成交总额为 372629.46 万元，增收节
支总额达 7072.6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成 交 额 71033.7 万 元 ，比 预 算 金 额
75799.14 万元节约资金 4765.44 万元，节

资 率 为 6.29% ；工 程 交 易 成 交 额 为
298353.12 万元，比预算金额 300436.2 万
元 节 约 资 金 2083.08 万 元 ，节 资 率 为
0.69%；产权交易成交额 3242.64 万元，比
交易起始价 3018.54 万元增值资金 224.1
万元，增值率为 7.42%。中介超市共开展
业务 346 项，其中现场摇号项目 80 项，业
主自主委托项目 253 项，竞价选取项目
13项。

为确保公共资源交易规范化法治

化，南康区行管委切实履行主管部门的
主体责任，做深做实日常监督，早发现
早整改早规范，有效化解公共资源交易
中的廉政风险。同时，该区纪检监察机
关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精准
监督、系统施治，聚焦政策支持力度大、
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领域和环节，坚
决查处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的腐败问
题，为持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供纪律
作风保障。 （朱武荣 郑瑞山）

南康区公共资源交易规范化法治化

2 月 1 日，崇仁消防救援大队
接到群众求助电话：河上镇余家新
村村民出现生活用水困难。得知
情况后，大队出动一辆水罐车，3 名
消防员奔赴余家新村，为村民送
水，缓解村民饮水困难，解了村民
的燃眉之急。

“消防车来送水咯。”随着一汩汩
清流注入水井，连续多日的缺水问题
得到解决。当地村民介绍，他们已经
连续几天无法正常用水，甚至连正常
的洗漱都难以进行，仅剩的一点水勉
强能够维持做饭使用。“消防队员为

我们送来的真是希望之水，解了我们
的生活难题。”此次送水行动，进一步
融洽了消防救援队与群众的关系。
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们用行动诠
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群
众一片赞誉。

截至 2月 1日，该县消防救援大
队共出动车辆 33车次、消防员 51人
次，累计前往 3 个乡镇、18 个村庄送
水约 136吨，极大地缓解了村民用水
难题，树立了崇仁消防救援大队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的良好形象。

（陈雨雯 邓作涛）
消防员为村民送水场景消防员为村民送水场景 陈雨雯陈雨雯摄摄

崇仁消防员送水下乡缓解群众用水困难

为有效做好新冠肺炎防
控工作，提升全员核酸采样
应急反应能力，确保紧急状
态下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有序
开展，1月28日，南昌市湾里
管理局招贤镇在招贤嘉园小
区开展核酸采样检测演练。

演练中模拟小区返乡人
员在居家隔离期间出现发
热、咳嗽等症状，经医务人员
对其核酸检测后，发现结果
呈阳性；根据大规模人群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要求，
立即启动全员核酸采样检
测，采取实人参演、实装操作
等方式；设置等候区、采集区、
缓冲区和临时隔离区等，按
照启动应急采样和核酸检

测、动员组织群众采样、标本
收集运送、标本检测和结果
处理等十个流程进行实操演
练。整个过程中，参演工作
人员行动迅速、分工明确、步
骤规范、措施得力、高效有序，
圆满完成了演练既定目标。

湾里管理局招贤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演练，
检验了全镇的全员核酸检
测能力，为统一和规范应急
处置工作积累了经验；同时
及时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采取措施，确保一
旦出现本土确诊病例或无
症状感染者，能够及时有效
地开展全员核酸应急检测
工作。 （刘斯伟）

招贤镇开展全员核酸采样检测演练

日前，萍乡市安源区青
山镇大城村两户村民因建房
边界问题发生口角，双方互
不相让，争执越来越激烈。
村里的信访调解员施长青闻
讯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做

“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终
于使矛盾得以及时化解。

针对一些乡村纠纷未能
得到及时化解，影响社会和
谐稳定这一状况，青山镇创
新基层信访调解机制，按照

“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
镇”的原则，在各村以小组为
单位成立了村组信访调解员
队伍。调解员由村里办事公
道、群众威望较高的乡贤、政
协委员、老党员等担任，协助
政府和村委会调解民事纠
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等。

“我们两家已经 8 年没
说过话了，要不是村里调解
员的帮助，我们可能都不会
来往了。”青山镇高枧村小井
坳刘某和赖某几年前因为生

活纠纷发生口角，数年来，抬
头不见低头见的两户邻舍隔
阂越来越深。随着高枧村成
立乡村调解员队伍并设立了
村民调解室友邻茶社，调解
员朱迪如和刘新文等以两
家一起玩耍的孩子为契机，
分头上户进行调解，并分别
邀请双方到茶社喝茶，在喝
茶畅聊之间，两家人之间 8
年的矛盾误会终于解开，如
今每当友邻茶社聚餐时，刘
某和赖某还坐在一起相谈
甚欢。

“村里纠纷调解员上岗
后，治安好了，卫生干净了，
邻里之间也更加和谐了。”说
起纠纷调解员发挥的作用，
村民们都竖起了大拇指。目
前，该镇共有乡村调解员
100 余名，2020 年共化解纠
纷 500 余起，同时积极向群
众宣传法律知识，定期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为维护和谐
平安乡村做出了有益贡献。

（王春燕）

青山镇：乡村调解员发挥大作用

本报讯 （记者杨静）刷身份证进门，10 分钟立
案，自助办理查询、打印业务，近日，我省首家“24小
时法院”在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投入使用，可突
破 8小时工作日限制，为当事人提供诉讼引导等全
天候全流程服务。

“24小时法院”位于东乡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右侧，门口设有门禁系统，当事人通过扫描身份证
并识别验证人脸，人证合一后即可进入服务区。

与传统的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相比，在“24小时法
院”，当事人可在无工作人员辅助的情况下，通过综
合诉讼服务一体机，自助办理网上立案、文书自助打
印、自助查询、风险评估、开庭公告等诉讼业务，也可
通过材料递交一体机补充证据材料、卷宗材料等，实

现诉讼业务“自助办”“一键办”。
“24小时自助法院”设立了材料收转云柜。当事

人在完成自助立案、扫描纸质材料后，可在材料递交
一体机上扫描二维码，将立案的纸质材料放入云柜，
实现电子、纸质档案双同步。

针对当事人关注的案件办理进度，“24 小时法
院”还提供了贴心服务。通过自助终端，当事人不仅
可对立案、结案、卷宗、承办、开庭等案件信息进行查
询，也可与法官进行远程互动，实现以案件为中心的
所有查询业务集中处理，整个过程不仅在操作系统
留痕，服务区也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据悉，“24小时法院”作为网上立案、网上办案的
配套制度和重要补充，下一步将在全省推开。

零等待 不打烊

“24小时法院”提供全天候全流程服务

南昌文化惠民深得人心
本报南昌讯（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万敏）日前，一场以“情

暖洪城人 致敬守护者”为主题的公益演出在南昌滕王阁景区
精彩上演，包括环卫工人、交警、城管等在内的 600名城市一
线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享用了一道免费的“文化大餐”——
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寻梦滕王阁》。

据悉，《寻梦滕王阁》是南昌十大文化重点工程的重头戏，
该项目自 1月 1日正式公演以来，已演出 20余场，好评如潮。
为了在岁末年关致敬城市一线工作者，让他们在辛勤忙碌之
余，也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工程能真正亲民又惠民，
南昌市委宣传部、南昌旅游集团等相关部门联合精心准备了
这道“文化大餐”。

峡江“尊崇礼包”暖人心
本报峡江讯（记者李歆 通讯员陈福平）农历新年将至，

峡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4000余名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和现
役军人家属量身订制了四大“尊崇礼包”：“温暖礼包”——向
53名低保退役军人、立功现役军人家属、参战退役军人对象
各捐赠价值 198元的取暖器，为 4000余名退役军人及现役军
人家属发放 1 张价值 400 元的“拥军家电福利卡”；“福利礼
包”——为200名优抚对象及困难退役军人赠送羽绒被毛毯，
并为退役老兵免费拍摄一组婚纱照，提升退役军人夫妇的幸
福感；“新春礼包”——联合书法爱好者免费为 360余名退伍
军人写春联、送春联，为5000余名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和现役
军人家属送年画、慰问信；“健康礼包”——组织医务人员开展
爱心义诊活动，为退役军人量血压、测血糖，对常见病、慢性病
等进行诊断，针对他们的身体状况给予合理的健康调理建议。

安义圩堤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本报安义讯（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王京）近日，安义县龙

津防洪工程完成钢筋混凝土浇筑堤坝1.7万余立方米工程量、
混凝土挡墙 1.07公里，新建、加固土堤防 3公里，解除了堤防
存在的挡洪墙老化、岸坡塌陷等隐患，有效提高了河道行洪能
力，河流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由于种种原因，该县大小圩堤普遍存在堤身单薄等问题，
防洪能力标准较低。从 2018年开始，该县多方筹措资金，共
投入资金2.9亿元，对境内圩堤进行培厚加固、堤基堤身防渗、
穿堤涵闸管道改造提升、草皮生态护坡护岸。目前，全县 85
公里长的外洪圩堤堤顶全部硬化，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宜春“定制公交”护送学子返乡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寒假在即，宜春为返乡高中学

子开通“定制公交”服务专线，实现“从校门口到家门口”的“点
对点”接送，温暖了学子的回家路。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和返乡学子出行需要，该市教体局提
前研判、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在调研中心城区高中学校农村生
源用车需求后，与市公交集团迅速拟定“定制公交”开行方案，划
定交通路线图。1月31日，市公交集团首批派出了26辆大巴，
为宜春中心城区高中学校接送高一、高二年级学生700余名。

一批爱心羊奶粉捐赠贫困婴幼儿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2月 3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携

手爱心企业向南昌市红十字会捐赠婴幼儿羊奶粉3024罐、婴
幼儿洗衣液800瓶。

南昌市红十字会分别向爱心企业颁发了捐赠证书，感谢
他们对贫困婴幼儿的关爱和帮助。此次捐赠的物资将通过各
县（区）、乡镇（街道）两级红十字会送到全市近千户困难家庭
手中，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本报九江讯（周亚婧 记者刘小荣）“真是太方便了，
我足不出户就把营业执照办好了，节省了往返奔波的时
间，降低了跨省出行带来的不便。”近日，家住杭州的叶女
士将公司落址九江市濂溪区，并通过企业登记网络服务平
台办理了公司电子营业执照，她对这项“跨省通办”服务非
常满意。近年来，该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推动
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服务事项实现“一次办
好”，坚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政务服务环境得到
显著优化。目前，该区已发布“只跑一次”和“一次不跑”政
务服务清单782项，去年共办理政务服务事项218449件。

线下业务“一门办”，群众“只跑一次”。该区投入资金
2800万元，打造了“一门式”政务服务中心，实行各类业务
统一受理、集中办理、统一反馈、全区通办，大大精简办事

流程。1月 25日，记者在该中心看到，事项办理数据综合
分析系统、自助填单和办理设备、预约及叫号服务、免费打
印机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在维持办事秩序的同时，有效
提升了办事效率。此外，该中心还为老年人开设了专门服
务窗口，为他们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该区结合“六稳”“六保”工作
要求，自 2020年 1月起，为企业开办“一门一窗一次一天
办”服务，增设惠企专窗，“一链式”完成企业登记注册、企
业印章、税务办理、银行开户等业务办理，共为 4312家新
企业办理了注册。

该区还努力打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渠道，实现失
业保险金申领业务“跨省办”“异地办”。去年，为210人发
放失业保险金共158.82万元，代缴医疗费共38.39万元，为

293人发放物价补贴共6.9万元。同时，为疫情期间失业人
员提供失业补助金42.4万元。此外，该区持续优化办理流
程、强化风险防控，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减轻企
业负担，支持企业稳定发展，为84家一般企业发放稳岗补
贴131.67万元，为5家困难企业发放稳岗补贴32.5万元。

线上业务“一网办”，群众“一次不跑”。该区积极推进
“一窗式”网上综合服务平台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对
接。目前，全区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已达81%。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去年该区在企业开办、企业变更等方面推行

“不见面”审批服务，申请人网上填报、工作人员网上审批，
全程可不见面完成业务办理。同时通过线上服务平台为
企业招工，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去年全区共召开网上招聘
会11次，成功推荐了2850名务工人员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濂溪区多措并举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2月1日，乐平市塔山街道抗美援朝老英雄兰景林家中，
应征大学生正在认真倾听老英雄讲述抗美援朝战斗故事，筑
牢参军报国之志。 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