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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火蚁叮咬的应急处理：
1.不要用手抓挠，及时用

肥皂水与清水清洗患处。
2.在患处涂抹清凉油、地

塞 米 松 软 膏 等 含 类 固 醇 的
药膏。

3.出现过敏反应，如脸部
肿胀、全身瘙痒、头晕、发热、心
跳加快、呼吸困难、休克等症
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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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都讯 （记者邹晓华）宁都县梅江镇罗江村 146亩基
本农田被用来种脐橙，经本报两次报道后，5月 25日，赣州市自
然资源局反馈记者，已对宁都县自然资源局进行督办，要求梅
江镇政府加快整改，一定要整改到位。宁都县委主要负责人也
表示，一定会进行整改。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市国土资源监察支队支队长邱
春生向记者介绍，事情发生后，该局多次对宁都县自然资源局进行
督办。“之前，梅江镇政府回复将进行移植，后来因季节原因推迟，
接着听说去年霜冻将脐橙苗冻死了，没想到种植户又进行了补
种。目前，我们已经要求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加大整改力度，一定要
整改到位。”邱春生称，对基本农田的监管主体为宁都县政府，他们
只能督办。

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都县委书记邱建军向记者表
示，一定会进行整改，但也要兼顾种植户的利益。将基本农田
流转种植脐橙，梅江镇政府和罗江村没有制止是有责任的，如
果能移植就移植，尽量减少种植户的损失。他已经叮嘱县长和
分管的副县长，一定要处理好。

宁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梅江镇党委书记刘晓宝称，流
转土地的种植户一直在外地做生意，镇里正在积极联系，要求
对方回宁都，尽快整改到位。

整改何时能到位？本报将持续关注。

《占用基本农田已一年，整改为何这么慢？》追踪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督办：
一定要整改到位

5月27日，南昌市政公用集团下属市政海外公司联合集团纪
检三组前往南昌市西湖区亨利社区组织开展“送温暖送廉洁进社
区”志愿活动，向社区困难群众送去了日用品，向社区工作人员赠
送了廉政书籍和海报。 通讯员 徐 琦摄

“眼睛有点涩打不开，头晕，手上起
了脓包又痒又痛。”5月20日，回忆起清理
草坪时被红火蚁咬伤的情景，65 岁的兴
国县清洁工王龙凤还心有余悸。

红火蚁是一种重大检疫性有害生物，
食性复杂、习性凶猛、繁殖迅速，对农林业
生产、人体健康以及公共设施危害极大。
自 2008 年我省首次发现红火蚁入侵以
来，各级相关部门始终将红火蚁监测防控
列入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了联
防联控机制，“围剿”红火蚁。

形成一定危害
5 月 22 日，王建国带着监测设备来

到南昌市人民公园对红火蚁进行监测。
王建国是江西农业大学入侵生物实验室
负责人，该实验室是我省唯一一家从事
入侵红火蚁研究与技术推广的实验室。

王建国介绍，我省于 2008 年首次发
现红火蚁疫情，涉及赣州市章贡区、龙南
县、定南县和全南县四地，面积709亩；去
年全省31个县（市、区）发现红火蚁，涉及
面积达到36万亩；2021年，我省已接连收
到 5 起发现疑似红火蚁疫情报告，其中 4
起经鉴定确认。

“红火蚁的分布情况为，公园绿化
带、园林草坪等城镇区域占 70.6%，农田
农村区域占 23.5%，林地荒地等其他区域
占 5.9%。疫情发生程度 3 级及以上的占
23.5%，其他发生程度为 2 级及以下。目
前，赣州市发现最频繁。”王建国说。

红火蚁对农田、菜地、果园和公园草
坪、小区绿化带会造成严重破坏，对人和
禽畜安全形成威胁。“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红火蚁伤人事件，轻者红肿，重者休克。
尤其是过敏体质者被叮咬后特别危险，
要赶紧送医救治。”王建国说。

兴国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
何兴财告诉记者，清洁工和农民外出作
业时，受到红火蚁伤害的几率比较高。

“之前，兴国县有一名男子不慎踩到一个
红火蚁窝，被咬伤休克，幸亏及时送到医
院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

积极开展防控
记者了解到，红火蚁的传播扩散途

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为远距离传播，
主要随带土苗木、花卉、草皮等植物调
运，或者随垃圾、土壤、农耕机具设备、
包装物、货柜以及其他运输工具等运
输。二是自然扩散，主要有3个途径——
婚飞、蚁巢迁移、随水流动，即生殖蚁飞
行交配或搬巢而作短距离移动，或随水
流移动。

王建国介绍，我省红火蚁疫情绝大部
分都是通过从疫情发生地调入草皮、花卉
等带土植物或工厂搬迁而传入，仅发现一
地很可能是通过农田边赣江支流的水流
传入。

“我省城市化进程很快，城市建设
和道路、高速公路、铁路两边绿化带建
设所需绿化草皮、苗木很多没有经过
检疫处理。尤其是违规从红火蚁疫情
发生区调入，这是造成疫情的最主要
原因。此外，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或房
地产开发，将没有经过检疫除害处理
并受红火蚁侵染的土壤、杂草、城市垃
圾等，从城市转运到城郊或农村，这是

疫情扩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王建国
分析。

5月20日，记者跟随何兴财来到兴国
县埠头乡桐溪村榕树湾蔬菜基地。在基
地路边，何兴财发现了一处蚁穴。他先
用工具将蚁穴挑开，密密麻麻的红火蚁
从蚁穴内爬了出来。何兴财用专门灭红
火蚁的粉末在蚁穴周围撒了一圈，再用
专门的灭蚁水剂喷射，几分钟后，红火蚁
窝就被消杀干净了。

该基地负责人黄英国说：“几年前这
里红火蚁成灾，种的菜全被啃光，村民下
地也经常被咬伤，经过植保植检站工作
人员处理，现在已经很少了。”

“红火蚁可防可控，大家没必要恐
慌，但也不要掉以轻心。”何兴财从事植
保植检 30 多年，对处理红火蚁灾害驾轻
就熟。

王建国告诉记者，《关于加强红火蚁
阻截防控工作的通知》印发后，我省高
度重视，要求各级各部门落实责任、联
防联控。省农业农村厅积极与城建、水
利、交通、林业等部门沟通协调，完善措
施，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红火蚁监测防控
工作。

记者了解到，我省还及时对防治红
火蚁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5 月 8
日就举办了一期全省红火蚁监测防控技
术视频培训班。

仍需增加投入
“我省对红火蚁的防治采取了很多

措施，但还存在经费投入不足、专业人才
缺乏等问题。”长期从事植保行业的李任
明认为，“有的地区对疫情认识不足，防
控意识不强，工作没有完全展开。”

王建国认为，要将红火蚁防控工作

作为保障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健全疫情监测、
信息报送、联防联控、应急处置机制，落
实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工作要求。
因此，要积极争取人员、资金和物资保
障，确保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强化植保
植检机构和人员队伍，保障监测调查和
防控指导顺利开展；处置新发疫情，需
紧急调派人员、调配物资，简化物资采
购程序；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
和小区域联防联控等方式，确保防控及
时有效。

此外，要强化对红火蚁的监测和监
管，严格执行《红火蚁检疫规程》，对草
皮、盆景、苗木及其他带土植物等应检物
实施调运检疫和产地检疫，禁止从疫区
调入带土盆栽和园林绿化植物。加强花
卉、苗木市场的检疫监管，发现疫情及时
处置。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
范意识，动员群众发现疫情及时报告，消
除群众恐慌心理。

2008年首次发现，去年已涉及我省31个县（市、区），形成一定危害——

联防联控“围剿”红火蚁
本报记者 邹晓华

5月26日，无人机航拍正在建设的万年县科技文化中心项目。据悉，该项目占地面积68亩，由稻作文化馆、博物馆、群众艺术
馆、科技馆组成。项目建成后，对该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丰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建设忙

切莫在跨江桥梁上垂钓
本报南昌讯 （记者黄锦军）5 月 28 日记者获悉，为加强

跨江桥梁安全管理，根据《南昌市城市桥梁隧道安全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南昌市城管局近日组织市城管支
队、市大桥管理处等部门，对南昌大桥、八一大桥、赣江大桥
（公路桥部分）、生米大桥、朝阳大桥上的非法垂钓行为，进行
集中整治。

据介绍，赣江上的这五座桥梁，承担着南昌市东西两岸
的通行重任。然而，近年来有很多市民在桥面进行垂钓，带
来了重大隐患。一方面，影响航道通行。赣江是重要水运航
道，在跨江桥梁上垂钓，不但影响了船只通行，甚至对垂钓者
自身带来安全隐患，垂钓者极易因过往船只拉扯鱼线而坠
江。另一方面，垂钓者往往将骑行的非机动车停放在非机动
车道上，影响桥面上的正常通行能力。此外，一些垂钓者留
下大量瓜皮果壳、外卖包装等垃圾，严重影响了桥梁的市容
环境。

南昌城管呼吁，保障桥梁安全畅通意义重大，切莫在跨江
桥梁上垂钓、摆摊。

柘林镇整治乡镇环境
本报九江讯（记者练炼 通讯员邹沁宏、余闪闪）为更好地

建设“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农村，今年以来，庐山西海风景区
柘林镇开展了乡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效果。

清理卫生死角，重塑清洁小镇。重点围绕“四清”，加大房
前屋后、道路沿线、荷塘沟渠、卫生死角等地段清理力度。目
前，累计清理了187个垃圾点。

拆迁老旧建筑，打造特色小镇。该镇按照庐山西海风景区
统一安排，开展了乡镇拆迁二期工作，目前拆迁工作取得了较
大进展。同时，致力于拆迁老旧建筑，并根据当地文化特点，筹
划建造大坝文化馆、柘林塔、文创园等仿古建筑。

美化乡村风貌，建设美丽小镇。继续开展绿化道路环境、
美化乡村风貌等工作，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乡镇环境，实现

“山美水美人更美”。

我省“红色经典进校园”
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启动

本报讯（张瑞颖 记者万仁辉）5月28日，我省“红色经典进
校园”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在江西师范大学正式启动。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电影局、共青团江西省
委共同主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展现新作为，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
史学习教育，我省决定开展“红色经典进校园”电影公益放映活
动。启动仪式后，电影放映队将在省内具备放映条件的 1000
所大中小学放映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影片，以及列
入教育部、中宣部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片目和我省出
品的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为广大学子送去丰富的电影文化
大餐。

5月以来，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已陆续举办“学党史、感党
恩、跟党走”江西省公益电影红色经典进万村、“我为群众办实
事 优秀影片进基层”、优秀影片城市院线展映等系列活动，为
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本报抚州讯（记者李芳 通讯员饶方
其）近日，抚州市东乡区政务服务中心刚
启用的企业服务专区赢得了广大企业主
点赞，这里整合了企业开户注册、印章刻
制、惠企政策申报等22项服务功能，为企

业提供“进一门、跑一次”服务，这是东乡
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生动实践，也是该区党史学习教育“热
在基层”促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东乡区通

过领导干部带头学、指定书目规范学、知
识竞赛促进学、红色资源教育学、文化活
动融入学、开展宣讲引领学、媒体宣传推
动学、为民办事实践学等八种形式发动全
员开展学习，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基层、
落到实处、力促发展。针对高质量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该区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
任务清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任务清
单”变为“销号清单”。

前不久，该区杨桥殿镇党委得知城上
村蓝莓基地急需进行苗木修剪和畦面除

草，因春耕劳力紧缺找不到人手，立即组
织了 20 多名党员来到基地帮忙，解了业
主燃眉之急。东乡经开区管委会班子成
员为破解企业招工难，挂点到企、责任到
人，通过建立全区外出务工人员信息库，
精准推送岗位到人，不仅有效缓解了企业
用工难，还培养了大批本地技术人才。截
至 5 月上旬，该区完成任务清单销号 869
条，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三
大主导产业签约项目 16 个，合同总额
50.9 亿元，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东乡党史学习教育“热在基层”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