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近日下乡采访时，有村
民诉苦：为保持环境干净整洁，村
里不允许养鸡鸭鹅等家禽，这样一
来，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家庭经济收
入，也少了几分“鸡鸣犬吠起朝晖”
的乡村野趣。

房前有一方菜园，屋后养几只
鸡鸭鹅，有客来访，杀鸡宰鸭烹鹅，
时令蔬菜炒几盘，这是农民款待宾
客的最高礼仪。“鸡犬之声相闻”本
来就是农村应有的生活气息，如果
一刀切禁止养殖家禽，不但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民生，也让人感受不
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浓
浓热情，失去了“村味儿”。

鸡鸭鹅本来就是农村的“标
配”之一，农民养殖少量的家禽满
足自家日常生活所需，有其必要
性。有人认为，农民养殖家禽，会
把农村弄得遍地是鸡毛，到处是

粪便。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秀美乡村并不排斥鸡鸭鹅。首
先，千百年来，养殖家禽本来就是
农村的传统，“丰年留客足鸡豚”
是富足的象征。从以前的情况看
来，散养少量家禽，对环境污染十
分有限；其次，由于农村具有地域
宽广、生态良好等优势，因此具有
较强的环境自净功能。少量的家
禽粪便，很快就能进行自我净化；
三是建设美丽乡村后，为了防止
养殖家禽带来的污染，对在村庄
里进行规模化养殖的行为应当禁
止，但对少量散养的家禽，则可结
合农家菜园、农田等设施建设，进
行圈养，规范化管理。

如此，既可让农村展现出“一
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菱荇鹅儿
水，桑榆燕子梁”一样的如画长卷，
又可让农村保留“鹅湖山下稻粱
肥，豚栅鸡栖对掩扉”的烟火气
息。这样的新农村，才会更加安
宁、秀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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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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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让农村多些鸡鸣犬吠的气息
曹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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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家住南昌小蓝开发区金
湖管理处的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
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金湖管
理处“远离非法集资 守好养老钱
袋”专题宣教活动在岗前村颐养之
家举行。老人们通过活动进一步
增加了非法集资的防范意识。

活动现场，老人们共同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讲解员耐心讲解了养
老机构领域集资诈骗、违法销售、
传销等损害老人切身利益的“圈
套”和“陷阱”，并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进行了一对一讲解和答疑。同
时，讲解员也成了老人们的“防骗
小助理”，将电话保存在老人手机
中方便沟通和咨询。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多亏了党员助耕队的帮忙，
大老远把种子、化肥送到家，现在
春耕不用愁了。”樟树市昌傅镇不
少缺劳力的农户向江西新闻客户
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连日
来，陆续收到自己所需的农资。

忠心村村民徐炳生今年 60
岁，种了 8 亩田，村子到集镇要走

10 多公里山路，采购农资很不方
便。考虑到全镇还有很多像徐炳
生这样的缺劳力户，昌傅镇组建19
支党员助耕队，开展“一对一、点对
点”农资配送服务，让农户足不出户
就能完成春耕生产物资采购储备。
此外，昌傅镇纪委发挥监督作用，下
派工作人员深入各村，保障春耕物
资及时送达。截至目前，党员助耕
队已为42户农户配送农资60多吨。

农资配送助农户春耕

防骗讲座为老人守财

本报记者 曹诚平

3月27日，江西省肿瘤医院20
多名志愿者来到宁都县肖田乡朗
际村教学点，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朗际村茂林修竹，溪水淙淙，
多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
村教学点只有 10 名学生，其中幼
儿园 5人，一至三年级学生 5人。
一对“90 后”情侣刘瑶和方永康
既是语文、数学等各科老师，又是
生活管理员，每天中午照料学生
用餐。

2020年 8月，刘瑶被分配到肖
田乡朗际村教学点当教师，为陪伴
女友，其男友方永康找到教育部
门，请求到朗际村教学点当一名代
课老师，得到批准。这对年轻情
侣，一头扎进了这个偏远的小山
村，以校为家。其他困难都好克

服，唯独教学点只有一座公厕，没
有封闭独立的卫生间。每次要洗
澡，刘瑶和方永康都得走一段路去
村委会的卫生间，很不方便。

省肿瘤医院驻村扶贫干部在
走访中，得知刘瑶和方永康热心教
育的事迹后，立即向院领导请求帮
助村教学点改善条件。3月 27日，
省肿瘤医院机关第二党支部和《实
用癌症杂志》编辑部 20 多名志愿
者来到朗际村教学点，向师生们捐
赠了书籍、电脑、运动服和体育用
品等，并出资 6500元，将教学楼三
楼一间教室改造成卫生间和浴
室。大家和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利
用多媒体带孩子们“游览”红色景
点，孩子们都很开心。省肿瘤医院
纪委书记王小华表示，今后还会继
续关心、帮助这个教学点，让师生
们有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爱心涌进乡村教学点

通讯员 汪岚 本报记者 陈璋

“我们 20 年来一直用罐装液
化气，居民很希望能用上天然
气。”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顺化
门西社区东洛花园居民何梅香向
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

对此，顺化门西社区负责人表
示，由于东洛花园周边没有足够的

管道气源，想接到气源主管道，得
开挖城市主干道和临近小区地
面。随后，社区多次召开居民、燃
气公司及涉及气源连接单位的协
商会，确定了管道设计、施工方案，
于今年施工，3月安装完毕实现点
火通气，让辖区内的岔东 10号、岔
东 12号、外贸小区、东洛花园 4个
小区管道天然气全覆盖，居民们都
用上了盼望已久的天然气。

多次协商小区通了天然气

原来，长山岛位于鄱阳湖中心，归
属鄱阳县双港镇管辖，岛上有 3000 多
人，世代以捕鱼为生，是鄱阳湖沿湖地
区典型的渔村。“十年禁渔、为全局计、
为子孙谋、转产就业、为家庭计、为幸福
谋”，长山岛渡口一个偌大的宣传牌，宣
告随着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政策已经落
地。为此，当地渔民纷纷上岸，转产转
业寻找新的出路。

杨 国 华 就 是 上 岸 渔 民 中 的 一
员。杨国华告诉记者，长山岛因处于
鄱阳湖中心，每年 6 月进入涨水期，四
周一片汪洋，居住在长山岛的村民世
代只能靠捕鱼为生。因祖祖辈辈都
生活在长山岛，加之家中上有老下有

小 ，洗 脚 上 岸 后 ，外 出 务 工 不 太 现
实。于是，杨国华把目光瞄准了肉鹅
养殖。

“我们这里养鹅有天然的优势，内
湖不缺水，村里周边有很多草洲。”杨国
华告诉记者，去年他与村里4名转产转
业的渔民开始养鹅，考虑到是摸索阶
段，只养了3000余只，结果当年除去成
本，还略有利润。

看到养鹅有钱赚，村里的其他渔民
也想加入，尤其是受疫情影响，村里一
些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也回了村，纷纷找
到杨国华，希望在村里成立一个养鹅
场，扩大规模，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有了想法，村民就付诸行动，很

快村里的养鹅场成立了。“我们计划
今年养 3 季，全年可以养 8000 至 1 万
只。”杨国华告诉记者，这需要大量
的鹅苗，然而购买鹅苗的成本太高，
一只鹅苗要两至三元，而自己在养
殖场孵化，至少可以节省 50%的成
本，关键是还可以为村里其他转产
转业的渔民供鹅苗。

但是，杨国华遇到了难题，因为孵
化鹅苗需要一个 32℃的恒温环境，养
殖场远离村庄，在岛上的一个偏僻位
置，根本没有电。村民很着急，于是找
到当地政府部门。

“村民养鹅是好事，这是渔民的生
计，我们立即与国网鄱阳县供电公司双

港供电所取得联系，希望他们给予支
持。”鄱阳县双港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很
快电力部门成立了专项服务小组，派人
上岛到村里的养殖场勘察。

双港供电所所长王超告诉记者，他
们在勘察过程中发现，长山岛交通不
便，要坐渡船进出，运送电力设备不容
易。另外由于养殖场处于岛上的偏僻
位置，如果要保证孵化鹅苗有恒温，还
需要一条专线，并要加装一个变压器，
需要动用挖机作业，这对施工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

“再难也要帮扶，这关系到村里
渔民的生计和出路，他们大多文化
程度不高，以前只会捕鱼，好不容易
找到了养鹅的致富路，一定要帮助
他们。”王超告诉记者，3 月中旬，他
们就开始把电线杆、变压器、挖掘机
等，通过渡船运到了养殖场，所有的
材料和设备到位后，考虑到交通不
便，他们采取了集中作业的方式，施
工当天派了近 20 名员工上岛作业，
仅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线路架设、
变压器安装等工作。

看到养殖场有了变压器，加入肉鹅
养殖场的上岸渔民杨道国十分开心。

“由于白天渡口忙，电力部门的员工都
是利用晚上运送施工设备，开启绿色通
道，为村里的养殖场架设一条电力专
线。”杨道国说，自禁渔以来，他曾一度
为未来的干什么犯愁，现在心里踏实多
了，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因
为有了电可以扩大鹅的养殖规模，另外
今年还会在养殖场增加养殖品种，如鸭
子、山羊等。

孵化鹅苗要电力专线 急坏鄱阳养殖户

“及时电”为上岸渔民送“暖”
本报记者 洪怀峰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2017 年底，丰城市通过棚户区改
造，疏解老城区人口。其间，丰城市为
被征收人提供限价房，他们购买限价
房后，可享受房屋征收款 20%的购房
奖。前期，购房奖发放及时，从去年 10
月开始，被征收人提交申请后，绝大部
分没有领到购房奖。3月30日，丰城市
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指挥部回复记
者，对延时发放购房奖的被征收人深
表歉意，将在一两个月内发放到位。

购房奖难兑现

因为查询购房奖进程要户主本人
到场，3月30日，汤志强骑着三轮车，载
着有腿伤的父亲又一次在丰城市剑光
街道建新社区、丰城市老城区棚户区
改造工作指挥部之间奔波，询问他们

购房奖何时发放。
2017 年底，汤志强的父亲汤长发

响应老城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与丰
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
订了《丰城市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
收货币补偿协议》，并作为被征收人在
规定时间内履行了协议上的条款。

“房屋征收款到账后，我们参与丰
城市限价房摇号。2020年9月中签，全
款购买了一套限价房。”汤志强说，“去
年 11月，一家人前往建新社区申请购
房奖8.1万元，原本一个月可以到账的，
至今4个月都没到账。”

2500万元未发放

据丰城市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指挥部负责人徐小雄介绍，2017 年底
进行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涉及剑光街
道、河洲街道、剑南街道 18个社区，其
中剑光街道就涉及15个社区。

“为了被征收人买得起房子，丰城
市建设了限价房，市场商品房每平方
米均价 7000 多元，限价房 4500 元至
5600 元。被征收人通过摇号中签，购

买后发放购房奖。”徐小雄表示，目前，
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被征收人领到了
购房奖。

3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建新社区
查看了汤长发的《丰城市老城区棚户
区改造购房奖励资金申请表》复印件，
申请是 2020年 11月 30日提交的，当天
建新社区就盖好公章上报了市老城区
棚户区改造工作指挥部。

“我们收到了汤长发的材料。”丰
城市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指挥部融
资办负责人说，“与他同批的有 300户
2500 万元购房奖没发放，原因是资金
没到位。”丰城市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指挥部综合办副主任陈贵良解释：

“原来丰城市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融资发放房屋征收款，其中含购房
奖。去年换成了国家开发银行，结果
银行政策不一样，只能发放房屋征收
款，不能发放购房奖，所以影响了购房
奖的发放。”

承诺解决问题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汤志强等人

反映，部分被征收人申请购房奖比他
们晚，都陆续领到了购房奖，他们认为
换了银行的说法站不住脚，需要找关
系才能领到。

对此说法，丰城市老城区棚户
区 改 造 工 作 指 挥 部 融 资 办 负 责 人
表示反对，她说：“购房奖发放一视
同 仁 。”她 承 认 确 实 有 比 汤 长 发 等
人 晚 提 交 申 请 的 被 征 收 人 领 到 购
房奖：“这部分人属于河洲街道、剑
南街道，因为这两个街道涉及人数
少 ，仍 在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银 行 融 资 ，
购 房 奖 发 放 没 受 影 响 。”这 名 负 责
人还向记者提供了证明材料，证实
了她的说法。

那么汤志强等人的问题如何解决
呢？“可以肯定，购房奖的政策会落实
到位，现在市政府也很着急，为此多次
召开协调会。”徐小雄表示，正积极与
市财政局沟通，利用丰城市国有平台
自有资金拿地，以上缴土地出让金的
模式，为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资金保
障，争取在一两个月内将购房奖发放
到位。

优惠政策没到位 300征收户望眼欲穿
丰城市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指挥部：一两个月内解决问题

“这下好了，再也不愁养殖基
地没有电。”3月30日，鄱阳县长山
岛村民杨国华十分开心，一度令他
犯愁的电力问题得到了解决。

电话：0791-86849932
新浪微博@江西日报余红举
微信号：395715229

本报记者 余红举

3 月 23 日，记者来到乐港镇塔瑞
村，从山脚向上穿过一片密林，很快就
看到一个巨大的深坑。深坑向上，是
一侧基本挖空的山头，裸露了大面积
的黄土，与山体另一侧郁郁葱葱的树
木形成鲜明对比；深坑四周，是一片乌
黑的煤矸石矿，中间还沉积了红褐色
污水。离深坑不远处，便是富鑫公司
的厂房、矿石和工程车辆。

塔瑞村朱家自然村村民朱礼春告
诉记者，眼前的山场属于几个村所有，

“这里以前都是茂密的树林，大约十几
年前，富鑫公司开始挖山，30多米高的
山头挖空后，又往地下挖了20多米，就
成了现在的模样。”

村民朱礼涌认为，挖煤矸石产生
的废水对周边环境也产生了污染。“以
前山下的一条河里到处是螺蛳，现在
基本看不到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富鑫公司，园区
空地上堆积了大量成品砖，厂房里的
设备处于停滞状态，并没有工人作业。
公司销售总经理夏长喜介绍，富鑫公司
原名龙溪富鑫煤矸石建材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7 年，主要是就地取土制砖。
2017年，公司在原址上进行了改造，采
用环保生产工艺，不会产生污染。

夏长喜表示，公司的相关开采证
件都齐全，也做了沉淀池等环保措
施。目前公司暂时处于停产状态，主
要是周边部分村民因为补偿争议导
致，堵在公司门口不让车辆进出。

根据相关规定，企业使用林地进
行开发，必须办理相关许可证。3月24
日，在乐平市林业局，乐港镇林业工作
站站长邹雪静向记者出示了多份关于
富鑫公司的《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表示该公司具备林地使用手续。

然而，记者发现《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中注明了“需要采伐被使用林地
上的林木，要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
手续。”对此，邹雪静坦承富鑫公司没
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林业部门也
没有对其进行处罚或移送森林公安。

在乐平市应急管理局，记者了解
到，富鑫公司最初只是取土制砖，乐平
市安监部门为其办理了砖瓦窑安全生
产许可证。“后来我们在监管开采过程
中发现那里有黏土和煤矸石，涉及采

矿事项，就要求其办理页岩矿安全生
产许可证。”乐平市应急管理局矿山安
全监管股负责人余斌介绍。

“在这份安全生产许可证办好之
前，富鑫公司不能开工作业。根据属地
管理原则，我们会给乐港镇政府下发文
书，要求其对企业进行监管。”余斌说。

对于村民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
乐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大队长石
贵寿介绍，矿山中的黑色液体为雨水
渗入煤矸石后沉积下来的酸水，具有
较强的腐蚀性。“企业后来做了雨水收
集沉淀池，并于 2018 年进行环评。在
去年我省环保督查回头看的行动中，
暗访人员发现沉淀池存在底板渗漏迹
象，要求其整改，目前已整改完成。”

在乐平市自然资源局，记者了解

到，富鑫公司于2008年首次取得了采矿
许可证，到期后也及时办理新证，但没
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外，直
至2020年4月20日，富鑫公司使用的还
是乐平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临时用地
使用证》，土地性质仍为集体用地。

“一家采矿企业缺失如此多的许
可证，时间长达十余年，反映的是当地
主管部门失责，或者为了片面追求经济
效益选择的不作为。”对于富鑫公司的
情况，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廖军
民认为，企业无证采伐林木，轻则行政
处罚，重则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用地一
直为临时用地，也不符合企业经营要
求。“如果侵占了周边集体土地，村民可
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本报
将继续关注。

乐平一公司缺证挖矿十余年
周边村民要求尽快制止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

▶▶电力人员正在为养殖场供电力人员正在为养殖场供
电施工作业电施工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摄

一家企业挖了14年矿，至今
都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安
全生产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设用地获批的仍然是临
时用地许可证。近日，乐平市乐
港镇村民反映，景德镇龙溪富鑫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鑫公司）在当地挖取煤矸石，不仅
没有取得相关证件，还破坏了当
地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陈 璋

▶乐港镇一座山体已被挖乐港镇一座山体已被挖
空并留下深坑空并留下深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陈 璋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