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
发展，“网络购物”“网络订餐”已成为城乡居民生活常
态，从事快递和外卖配送的从业人员也随之发展壮大，
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与此同时，快递、外卖配
送人员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为了抢单、送单
而普遍存在闯红灯、逆行、驾车使用手机、车辆乱停放等
不文明交通行为，影响城市交通安全和文明城市形象。

为了推进文明交通综合治理，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于 6 月 16 日发布了快递、外卖企业管理新规：对从
业人员实行三色管理，企业实行分级管理。对互联网快
递外卖平台企业车辆和配送从业人员，交管局将建立

“红、黄、绿”三级分级管理考核机制。首先对外卖企业
所属的骑手进行备案登记，由企业牵头，将骑手的姓名、
身份证号、电话、所属企业等信息在南昌交警微信公众
号实行全员注册。交管局将每周对企业、骑手的交通违
法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排名，并对外卖骑手的不文明交
通行为进行公示和曝光。骑手未发生不文明交通行为
的设定为绿色等级，发生 1 至 2 次不文明交通行为的设
定为黄色等级，发生 3次（含）以上不文明交通行为的设
定为红色等级。达到红色等级的骑手，必须到交通治理
站学习、执勤。另外，交管局还将把配送人员“红、黄、
绿”等级和不文明交通行为抄告给企业，督促其加强内
部管理和进行叠加处罚。企业对达到4次（含）以上不文
明交通行为的配送人员，纳入停驶黑名单，督促配送员
及时到交警部门参加学习教育。对多次发生不文明交
通行为或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配送员，由企业对其进行
停运、列入黑名单等内部治理，通报全行业清退和禁入。

交管局将根据企业所属配送人员的不文明交通行
为和注册的比例以及黑名单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排名。对于不文明交通行为和交通事故较多的企业，交
管局将及时开展约谈，向社会曝光并通报主管部门将其
纳入不良企业信用记录。

打击不文明交通行为

南昌交管局发布快递
外卖企业管理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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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幸福街道磨南
社区，居民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五
福”志愿服务——爱国福、敬业福、和谐
福、健康福、美满福等五支由党员牵头组
建的志愿服务队，为居民群众提供党员教
育、技能培训、纠纷调解、文体健身等 20
多个服务项目。

年过七旬的陈桃芳右肩患有肩周炎，
右手抬不起来，只好改用左手拿勺子吃
饭，很不方便。社区“健康福”志愿服务队
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的志愿者联系，每周来

社区义诊。这些大学生志愿者每周为陈
桃芳等居民开展针灸、按摩、热敏灸等诊
疗服务。3个月的时间过去，陈桃芳病情
好了很多，重新用右手拿筷子吃饭，他感
叹：“这真是我的好福气。”

“五福”志愿服务由社区党支部副书
记刘小华首先倡导，她说：“居民现在的
需求五花八门，原来的工作方式不能适
应新形势。我在一次支部会上建议将居
民需求做一个梳理，针对不同种类的需
求组建专门的志愿服务队。同时，尽可

能地利用社会资源，与其他单位开展结
对共建。”

这个建议得到社区很多人赞同。今
年春节前夕，磨南社区将 35 名直管党员
和12名在职党员组织起来，提供爱国福、
敬业福、和谐福、健康福和美满福五大类
服务项目，其中爱国福包括党员教育、政
策宣传、文明创建等；敬业福包括职业介
绍、技能培训、邻里互助等；和谐福包括纠
纷调解、心理咨询、平安巡查等；健康福包
括中医理疗、生殖健康、体育健身等；美满

福包括书法美术、歌咏舞蹈、茶艺插花、辅
导托管等。

而今，一次次贴心的志愿服务活
动，换来了磨南社区一张张幸福的笑
脸，这个由 810 户 2462 人组成的社区幸
福指数不断提高。在党员志愿服务队
的带领下，150 多名志愿者加入了相对
应的“五福”志愿服务队，为居民开展

“五福”志愿服务活动 40 余场次，服务
居民 1000 多人次，被居民亲切地称为

“小福星”。

“小福星”送“五福”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感谢党和政府，这次拆迁，我们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终于
可以实现了。”近日，樟树市淦阳街道楼门前社区居民熊德民高
兴地对社区干部说。

熊德民和其他37户居民住在上世纪80年代初建的一栋老旧
楼房里。因年久失修，墙体出现裂缝，屋顶遇雨就漏，下水管道经
常堵塞，各类网线如蜘蛛网般杂乱不堪，居民生活面临诸多困难。

淦阳街道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把征收、拆迁这
栋老旧楼房，妥善安置居民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实地勘察
和征求居民意见，很快制订了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提供货币补
偿和产权异地或就近调换方式，供居民自由选择，政府提供过渡
期间的租房补贴。街道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入户宣讲政策，得到
了居民们的积极支持。不到一个月，38户居民都签订了拆迁协
议，并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得到妥善安置。

旧楼拆迁居民欢喜
旺 元 金 荪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樊志坚）6月 19日，南昌
县泾口乡农技站到泾口街的道路安装的12盏路灯亮了，见此情
景，居民胡荣花伸出大拇指为县巡察干部、乡纪委干部点赞：

“这真是为群众办了一件实事。”
今年5月，南昌县委第一巡察组对泾口乡党委开展巡察“回

头看”工作，泾口街居民胡荣花反映，乡农技站到泾口街有 800
米左右的路程到了晚上漆黑一团。居民多次要求安装路灯，由
于泾口街居委会财力比较紧张，居民的愿望一直得不到实现。

接到巡察组反馈的问题，泾口乡纪委第一时间对居民进行
了走访调查，将问题纳入日常监督督办清单，督促居委会和相
关部门落实对策，终于在6月中旬为群众安装好了路灯。

路灯亮了居民笑了

本报新余讯（邹宇波）6月18日，记者从新余市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该市新出台的《新余市颐养之家条例》，将于7月1日起
正式施行。

作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新余市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在全国首创“党建+颐养之家”养老服务新模式，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条例》的出台，可以进一步巩固“党
建+颐养之家”工作成果，将颐养之家纳入法治轨道运行，实现
从“有章可循”到“有法可依”，更好地规范和促进颐养之家发
展，从法治层面明确颐养之家的建设、管理和运营，促进颐养之
家可持续发展。

《新余市颐养之家条例》
7月1日起正式施行

6月 13日，游客在万载县潭埠镇天扬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杨梅基地采摘杨梅。该合作社杨梅基地占地 400亩，为当地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60多个，今年预计可实现产值300万元。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6月 15日，萍乡市湘东区在全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成为获得表彰的 6 个县（市、区）之
一。此前不久，在央视特别节目《今日中国》直播报道中，
镜头对准了湘东区“一河两岸”20公里生态走廊，只见萍
水河畔景色秀丽、城区精致，令人过目难忘。

曾经，湘东区这个云集了萍钢公司、萍电公司、萍铝
公司等企业的老工业区，城乡环境一直是“脏乱差”的典
型。如今，经过几年的努力，湘东区的城乡环境焕然一
新，实现了从“灰姑娘”到“俏姑娘”的美丽嬗变。

城区变精致

端午假期，天气晴好，湘东区龙舟公园里，一簇簇美
人蕉盛开，萍水河欢快地流淌，在这里散步的居民络绎不
绝。

“我一直住在这里，现在的环境变化太大了，不但萍
水河越来越清，河两岸也像画一样美，就像住进了公园
里。”50多岁的居民陈勇军在萍水河畔生活了半辈子，说
起今昔对比，感慨不已。

陈勇军的家在湘东区湘东镇河洲村，也就是现在的
龙舟公园所处地块。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房屋杂乱的
城市棚户区，河岸边杂草丛生，环境脏乱不堪。

2020年3月11日，湘东区为打造滨河新区，公布河洲
村征迁方案。到 4月 29日，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完成了河
洲村全部 319 栋（套）房屋的签约、搬迁、征收等工作，由
此折射出村民盼望人居环境整治的急切心情。

随即，母亲河文化广场、河洲水闸景观工程等迅速建
设。一年多过去，房屋破败、道路拥挤的河洲村一去不复
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环境精致的龙舟公园，成为安置在
附近村民的“幸福花园”。

龙舟公园的变化只是湘东区城乡环境质变的一个缩
影。这几年，湘东区进行萍水河流域综合治理，在传统治
理模式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的要求，将海绵城市
建设和生态河流建设相融合，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特色
项目，实现了人居环境脱胎换骨的改变。

乡村变秀美

湘东区不仅在城区精准发力，而且对症下药，让农村
既有光鲜亮丽的“面子”，也有让村民生活舒适的“里子”。

房前屋后三季有花，公路沿线四季常绿，乡间绿道曲
径通幽，农家小院精美舒适，篱笆菜园新鲜纯净。漫步在
麻山镇幸福村，乡村美景犹如一幅绚丽的画卷，令人流连
忘返。

“现在来这里的城里人，都有想当‘村里人’的冲动。”
麻山镇相关负责人说，“以前村里可不是这样的，那时杂
草丛生、垃圾成堆、污水横流，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村民们
过上了舒适的田园生活。”

环境整治也让幸福村有了更大收获。去年年底，幸

福村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5A级乡村旅游点，
并被列入第二批全国旅游重点村名录。免费开放的幸福
村景区，也成为萍乡市民休闲的“后花园”，每到周末和节
假日，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和品味乡村生活的游客络
绎不绝。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成为激发村民就业创业
的强劲动力。

广寒寨乡，湘东最偏远的乡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聚集地。2019年，随着翻山公
路的打通，一场农村环境整治的攻坚战也随之打响。

6月 9日，记者漫步在广寒寨乡集镇所在地官陂村，
白墙黛瓦的房屋与满山的翠绿相得益彰，洁净的街道与
闲适的村民勾勒出一片祥和。走进这个青山环抱中的村
庄，仿佛让人置身于“桃花源”。

虽然不是节假日，但在官陂村古色古香的街道上，时
常碰到前来探幽的游客。

“寻味广寒寨”土特产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土特
产。“全乡生产的土特产由我们统一包装、统一品牌销售，
虽然开业才半年，但线上线下的销售还不错，利润可观。”
门店负责人称，这个由当地政府无偿提供场所办起来的
门店，已成为当地土特产集中展示和销售的窗口，带动了
农民增收致富。

利用原来知青烧窑留下来的房屋改造而成的
“知青博物馆”，成了这里乡村游的一个亮点。记者
采访时，年逾古稀的许毓英正在这里寻找知青时的
记忆。一番寻找之后，许毓英兴奋地说：“我们当年
来时的口号就是改天换地，如今真正实现了我们那

时候的愿望。”

管理见实效

“湘东区已投入整治资金约 52 亿元，实现了城乡环
境的华丽变身。”湘东区副区长胡勇自豪地介绍，近几年
来，湘东区从萍乡市环境卫生“最堪忧”县区，一跃成为

“最干净”县区。
好环境，还要好维护。对城乡环境管理中遇到的问

题，湘东区推行“721”工作法，即 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
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
段解决，推动城区精细化管理。

湘东区还在农村建立“区对镇、镇对村、村对组、组对
户”的四级考核管理体系，全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广寒寨乡、湘东镇考评优秀……排在后两位且 90
分以下的乡（镇、街）主要领导在会上做检讨。”6月 2日，

“宜居湘东”公布考评结果。像这样的考评每两个月一
次，通过层层传导，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出真招，可持续，
有效果。胡勇说：“有了跟踪问效，督促整改机制，无论城
区还是乡村，城乡环境整治不再是‘一阵风’。”

“以前村里道路坑坑洼洼，环境卫生也不好，村民随
地乱扔的现象很普遍。随着环境整治行动的开展，村里
铺上了柏油路，家门口设置了分类垃圾桶。随着硬件设
施的改善和管理措施的推进，村民随地乱扔等坏习惯改
掉了，我们还在进行垃圾分类呢。”谈起村里的人居环境
整治，湘东镇阳干村村干部工作信心十足。

曾是城乡环境“脏乱差”的典型
如今面貌焕然一新在全省会议上获表彰——

湘东区的美丽嬗变
本报记者 尹晓军 余红举

湘东区萍水河“一河两岸”风光。通讯员 彭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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