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静）小型自动挡汽
车科目二考试项目由5项减少为4项、二
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正在试点、老年人可
通过亲友代办车驾管业务、新增 10314
个停车位保障群众停车需求……6月21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江西各级公安
交管部门近日推出12项便民举措。

12项措施中，有4项简政放权措施，
包括优化驾驶证考试内容和程序、便利
货车在城市道路通行、缓解城镇老旧小
区居民“停车难”问题等。其中，调整小
型自动挡汽车考试内容最受关注，科目
二考试“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项目被
取消，科目三约考间隔时间由原来科目
一考试合格后 30日调整为 20日。积极
推动清理全城 24小时禁止货车通行的

政策。目前全省除城市核心区等个别
道路外，其他道路均为货车通行预留时
间窗口。南昌作为公安部确定的试点
城市，可通过“交管 12123”APP 和公众
服务号申请货车电子通行码。为缓解
城镇老旧小区居民“停车难”，全省新划
定 166条具备条件的支路允许夜间、周
末、法定假期临时停放，并设置相应的
交通标志标线，新增停车泊位10314个，
进一步排查出具备条件的备选道路101
条适时开放。

为更好服务保障老年人、军人、出
国（境）人员等便捷办理交管业务，江西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推行定制化
服务。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使用亲友
的“交管 12123”APP 账号代办交管业

务；全省各级车辆管理所设立老年人办
理业务绿色通道，增设导办员为老年人
提供免费代办服务。持军队和武警部
队驾驶证换领地方驾驶证的，可自动核
查、自动比对。对出国（境）人员因新冠
疫情无法回国（入境）及时办理驾驶证
期满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业
务的，除可以委托国内人员申请延期办
理外，对因过期已被注销驾驶证的，可
以在回国（入境）后6个月内正常办理相
关业务，恢复驾驶资格。

江西进一步提升“互联网+交管”服
务水平，推进公安交管部门与省级税
务、财政、保险等部门政务信息互联互
通，简化群众办事提交的纸质材料、凭
证，破解制约“一网通办”的关键瓶颈。

目前，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已与
金融机构信息联网，实现机动车抵押信
息在线核查，简化办理抵押登记程序；
与税务部门联网，实现车辆购置税在线
核查，免提交纸质完税凭证；与保险部
门联网，实现交强险在线核查，免提交
保险纸质凭证；与财政部门联网，实现
业务窗口缴费支付电子化，群众可选择
刷卡、扫码、互联网付费等现场缴费。

此外，南昌市全面推行小型非营运
载客汽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
车辆交易登记一地办理。

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江西机动车保
有量达到 1001 万辆，驾驶人达 1514 万
人。近 3 年来，江西已分 8 个批次推出

“放管服”改革措施共104项。

优化驾考内容 新增万余停车位 设老年人绿色通道

江西公安交管部门出台12项便民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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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连续多日的大雨，使吉水县乌江镇乌
江河的水位持续上涨。前不久建成通车
的新乌江大桥如长虹卧波，横跨东西。有
了这座大桥，乌江河水位的上升，对两岸
村民的生产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旧

桥于 2018 年限制通行后，给群众生产生
活带来很大不便。去年，我们多方筹集资
金，以最快的速度拆除旧桥建新桥，并赶
在今年主汛期到来之前建成通车，极大地
方便了群众。”乌江镇党委书记谢庆玺说。

旧乌江大桥始建于 1975 年，是一座
钢筋混凝土结构双曲拱桥，在 2003 年乌
（乌江）白（白沙）公路改道之前，该桥是通
往永丰、乐安、兴国、抚州的必经之路。
2015 年，桥东第一跨桥梁出现破裂、渗
漏、错位。2016 年，旧桥被鉴定为危桥。
由于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2018年 6月，
旧桥被限高、限重、限载通行。

乌江大桥连接着乌江镇东西两岸，不
仅直接关系到 4个行政村 5000多名村民
的日常出行，对乌江镇农业生产也至关重
要。乌江镇是粮食生产大镇，全镇有耕田
4.8万亩。旧桥被限制通行后，运输农资
和粮食的车辆要绕道丁江镇，来回一趟，
要多跑16公里，增加了运输成本。

江西富垠生态粮油有限公司是位于
乌江大桥附近的一家粮食加工企业，年加
工量 1.5万吨。绕道通行后，公司每吨粮
食的运费增加了5元钱。而在乌江镇，像
这样的粮食加工企业有10余家。大桥的
限制通行，给这些粮食加工企业带来很大
的影响。

尽快重建乌江大桥，是当地群众的一

大期盼。但是，由于重建大桥需要850万
元资金，仅靠乌江镇自身的财力，显然无
力承担。

群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去年，吉
水县把重建乌江大桥纳入重点民生工程，
并向上级争取到项目资金640万元，缺口
部分21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兜底解决。

去年 11 月，新的乌江大桥在拆除老
桥后原地重建。为了避免老桥拆除后河
两岸交通中断，施工期间，相关部门还搭
建了便桥，供行人往来。

为了不误工期，吉水县和乌江镇相关
部门每周一次小调度会，每月一次大调度
会，采取“5加2”“白加黑”工作法，在确保
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全力赶抢工期。

经过 6个月的紧张施工，今年 5月中
旬，新的乌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桥长
223.2米，宽9米，双向两车道。

仲夏时节，乌江河两岸，稻田连片，满
眼碧绿。一桥飞架东西，农资运输车来来
往往，一派繁忙景象。当地群众感叹道：

“大桥建好了，我们出行方便多了，这真是
一座便民桥、连心桥！”

重建便民桥 村民笑开颜
王薇薇 本报记者 曹诚平

“哨前好风光，百亩荷花香，才饮高山茶，又食有机米！”走
进靖安县罗湾乡哨前村，映入眼帘的是那百亩荷塘，微风一吹
碧波荡漾，在连绵起伏、云雾缭绕的九岭山脉衬托下宛若一幅
山水画。

哨前村地处罗湾乡西北部，距县城54公里。“十三五”期间，
哨前村深入推行“一村一品”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
现村民全面增收致富。

哨前村充分发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优势，在现有
的 150亩水稻田、100亩水蜜桃采摘园、150亩湘莲种植观赏基
地、300 亩笋竹两用林基地等产业基础上，成立哨云农业专业
合作社，打造了哨云有机大米品牌，积极探索稻田养鱼项目，
并积极尝试农业订单生产，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全村的农业产值达到 1200 万元。2020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1.2万元。

哨前村以打造4A级乡村旅游点为目标，依托独特的自然环
境，通过挖掘本地特色饮食文化、乡风民俗、农耕文化等优质资
源，大力开发乡村旅游。创办了一席地方菜、一台非遗戏、一处古
树群等多种休闲体验活动，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发展农家乐、康养
民宿、摄影基地等，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次，旅游收入近10万元。

哨前村以美丽乡村、村庄清洁、污水治理、户厕改造、道路
美化为抓手，大力开展美丽村居建设，投资 350万元硬化道路，
方便群众出行。在村路边、宅院旁，由村集体统一组织，各家
各户种植了大量红叶石楠，美化村居环境，不断提升哨前村的

“颜值”。同时，投资 100多万元，打造了哨前文化活动广场和
健身娱乐设施，投资 60多万元安装路灯，今年以来按照“三拆
一清”工作要求，拆除危旧闲置附属房 100多处，并加强村内绿
化以及道路设施建设，做到了拆除一处、清理一处，改造一处、
提升一处。

哨前村的幸福故事
彭治贤 沈 洋

水雾朦胧，山岭畲族村的五
叠泉瀑布正抛洒万斛珍珠，溅起
千朵银花，令人心旷神怡。走进
永丰县君埠乡山岭畲族村，宛若
来到世外桃源，这里生态优美，村
民安居乐业。

山岭畲族村地处永丰县南
隅，过去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产业基础差，集体经济薄弱。
如今的山岭畲族村风光秀丽、基
础设施完善、乡村旅游业稳步发
展，游客纷至沓来。近年来，在帮
扶单位支持下，该村陆续投入资
金近1300万元，以旧村改造提升、
环境整治为重要建设内容，新建
村休闲广场、污水处理设施、瀑布
景区游步道等20多个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和公共服务场所。全村
100%完成入户路硬化工程，打造
了点上出彩、面上美丽、内涵丰富
的美丽乡村“升级版”。集中发展
白莲、油茶等特色产业，目前，村
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13680元。

记者在山岭畲族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温新华的带领下，
来到了百亩白莲种植基地。一幅
江南水乡图画映入眼帘。温新华
告诉记者：“再过 1 个月，成片莲
海景观形成，不仅成为村里的秀
美景点，更是村民致富奔小康的
支柱产业。”白莲种植项目为永丰
县南部山区特色产业之一，该村
党支部通过“支部+合作社（家庭
农场）+贫困户”的模式，引领白
莲特色农业发展。村委会购买莲
种免费发放给农户种植，构建白
莲种植、管理和销售一体化服
务体系。山岭畲族村村民于 2019
年全部脱贫。

“2009年开始种植白莲，现在
已经种了近百亩。为了鼓励村民
种植白莲，除了每亩200元产业奖
补外，购买剥壳机、烘干机还有资
金补贴。”正在莲田里忙活的畲乡
山寨家庭农场主兰发根说。

山岭畲族村还致力发展高产
油茶产业，树立“畲村茶油”品
牌。全村约 7100 亩油茶基地，主
要集中在大屋、店背、排上自然
村。大屋自然村脱贫户陈宗发依
靠种植52亩油茶、5亩白莲和几亩
井冈蜜柚脱贫致富。他对记者
说：“以前的老油茶林平均每亩产
茶油仅 5 公斤。现在我种的高产
油茶每亩最高可产 30 多公斤茶
油，1公斤茶油最低卖120元，油茶
成了我的‘致富树’。”

君埠乡以“一泉二瀑百里山，
五点六线万亩莲”为红色生态旅
游发展规划，打造“生态君埠、秀丽
畲村”旅游品牌。该村挖掘五叠瀑
布自然风光资源，实施美丽乡村精
品点建设。运用青砖、石头、竹木
等本地材料突出畲族风情，畲族和
客家风格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
致。山岭畲族村 2018年被评为永
丰县“十佳”美丽乡村建设点，2020
年被评为永丰县“人居环境整治先
进单位”。每逢节假日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观光、休闲。

正在自家门前招呼游客的洞
里自然村畲族村民兰斌告诉记
者：“这些年，村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修缮了具有民族特色
的房屋，保护了畲族传统文化，还
新建了一条民族特色街道，游客
越来越多，大家的生活也像芝麻
开花节节高！”

畲族村寨美如画
游客欣然入画来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奉新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黄胜）“过去饮用潦河地
表水，存在较大安全风险隐患。现在一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
来水就流出来，喝水用水不再发愁了。”6月17日一大早，奉新县
赤田镇随湖村村民罗时香在厨房里忙着淘米、洗菜，开启了一
天的生活。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该县把解决饮水
难作为为民服务解难题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建设，让广大群众喝上干净卫生、优质放心的自来水。

该县聚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在多方论
证、反复研究基础上，把水栏关水库一类水作为主要水源，实施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并纳入全县“1213”工程重点推进。项目
开建以来，奉新县坚持从水源地到水龙头一体化、系统化理念，
围绕水源地、水厂、管网、入户等关键环节，不断提高城乡一体
化供水覆盖率和供水质量。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25亿元，
建成第二水厂及其管网配套等工程。二期整体建成后，将覆盖
全县城区及13个乡镇、2个垦殖场，供水规模将由现在的每日5
万吨提升至16万吨，惠及35万人。

奉新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本报南昌讯 （记者曹诚平 通讯员黄慧）“XX酒吧发现一
名网上逃犯！”近日，南昌市公安局京东派出所治安巡逻队民警
接到情报指挥室的指令后，立即赶到该酒吧，将正在后厨做事
的嫌疑人抓获。民警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精准地抓获嫌疑人，
得益于京东派出所自主研发的“海警务”APP起了重要作用。

“海警务”APP是一套汇集实有人口管理、单位场所管理、治
安和消防检查等多功能智能化信息系统。业主或房主只需下
载“海警务”APP，扫描从业人员或租客身份证，就能上传流动人
员的数据信息，实现互联外网与公安内网数据的融合。一旦采
集到重点人员信息，就会触发后台报警，从而大大提升治安预
警能力。

据了解，使用“海警务”APP后，京东派出所辖区内可防性案
件同比下降 31.5%，破案率同比上升 28.4%，实现了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双提升。

智能信息系统保一方平安
南昌京东派出所打造智慧安防社区

6月21日，南昌县塘南镇纪委就2021年“转作风、优环境”
活动年对辖区企业进行大宣传、大走访，了解惠企政策是否落
实到位，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本报永丰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刘学武）6月9日，永丰县
公安局中村派出所户籍窗口，村民何乃恩将一面锦旗送给工作
人员，感谢民警帮他补录了户口。

何乃恩系永丰县中村乡义溪村居民，三十多年前外出务
工途中不慎遗失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何
乃恩一直没有回到家乡进行补办。近年来，何乃恩越来越发
现，没有身份证几乎“寸步难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
扰。于是，他回到家乡准备补办身份证。

然而，何乃恩回到村里后了解到，由于其几十年未回过家
乡，村委会早年以失踪人口上报将其户籍注销了。没有了户籍
信息，便不能补办身份证，这可愁坏了他。

中村派出所民警获悉这一情况后，积极走访调查搜集整理
何乃恩的原始户籍材料，并沟通协调上级相关部门为其补录户
口。6月初，何乃恩的户口补录手续通过审批，他终于拿到了属
于自己的新户口本和身份证。

补录户口解民愁

6月20日，会昌县周田镇光伏电站的发电板鳞次栉比。近年
来，会昌县大力推广风能、光伏等可再生清洁能源，提高绿色能源
的并网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绿色能源

一桥飞架乌江河。通讯员 廖 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