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滩
头村位于镇东北部，有着千
年历史。2019年起，滩头村
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工作
为抓手，结合本地实际，全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该村在规划中充分满足
群众基本需求、完善基本功
能，适度超前；在建设中政府
不大包大揽，坚持村民自家
的事由村民自己办，大量采
用宅改后建筑废料。村内主
道路宽度4米，支干道宽度3
米，入户道采用宅改拆下废
旧红石铺筑宽度2.5米，全村

道路共硬化 11.8 公里；雨污
进行分流，污水通过三格式
化粪池排入污水管网后统
一收集到污水处理站；村里
利用“一户一宅”老房、修旧
如旧，建设互助养老中心和
留守儿童关爱之家，改造村
卫计室等，逐步实现“老有
所 养 、幼 有 所 依 、妇 有 所
事”。随着该村农村宅基地
改革全面彻底，村居重新回
到了“一户一宅”。通过美
丽乡村建设，现在的滩头村
家家门前通车，户户实现雨
污分流。 （刘 伟）

11JIANGXI DAILY魅力乡镇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 邮 箱 jbxztk@163.com

专 刊

萍 乡 风 采

7 月 16 日，南昌县三江
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县、
镇人大代表积极履职，联合
县科工局、统计局深入江西
九瑞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走访
调研，上门纳谏，主动为企业

“升规入统”提供服务，并帮
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调研，该镇采取实
地查看、集中座谈等方式全
面掌握企业情况，深入了解
企业当前的技术瓶颈、专业
人才和资金成本方面的需
求，现场解答企业生产经营
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针对
企业提出的要素保障缺、用
工需求难、企业间互相学习
交流少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回
应，全方位宣传南昌县区域
内企业扶持政策，切实帮助

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全
力以赴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三江镇人大主席万顷说
道：“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三江镇人大主席团
将围绕全镇发展大局通过开
展调研走访，征集汇总企业在
生产经营中的意见建议，并分
类梳理，围绕企业存在的痛点、
难点问题，谋思路、想对策，为
政府更好决策提供支持。”

下一步，三江镇人大主
席团将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为契机，持续加大
走访服务企业力度，积极帮
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困
难，助力政府相关部门竭力
当好“店小二”，为企业提供
更多优质服务。 （张艳佳）

三江镇：瞄准企业痛点难点“把脉开方”

“党组织建立到哪里，巡视巡察工作
就跟进到哪里。”为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
后一公里”，乐安县委巡察机构把巡察向
村（社区）党组织延伸作为重中之重，实现
全县197个村（居）巡察全覆盖目标。

在确定巡察重点对象名单后，该县围
绕村级巡察“三个聚焦”，融合全县重点、
热点工作，建立巡察监督清单，针对被巡
察村（居）的不同特点和乡风民情，因村配
单，使巡察监督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同
时，采取“一轮一抽调”“一轮一组合”的方
式，从巡察人才库中抽调岗位专业相适应

的干部，为配齐配强巡察队伍做好准备工
作，提前协调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审计、
信访等单位提供有关情况，作为开展督
查、发现问题的重要参考。

“您好，我们是县委第三巡察组的工
作人员，您身边是否存在乡村干部贪污腐
败、作风不实等问题，如存在请直接向我
们反映。”为扩大巡察接访范围，提高群众
知晓度、参与度，巡察组不断创新巡察工
作方式方法，通过村村通广播、村民微信
群、张贴公告、“摆摊”接访等方式公布举
报电话、邮箱、接访地点等，广泛发动宣

传，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巡察监督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对巡察发现需当即整改的问题，发出
整改建议书，督促被巡察单位立行立改，
将问题解决在当下，推动边巡边办，立行
立改见实效。

巡察结束后，县级分管（挂点）负责人
参加巡察反馈，主动担起“一岗双责”责
任。对于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村里强化
与县纪委监委的沟通协作，加快问题线索
查办的速度和效率，提高结案率。此外，
为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村里开展巡察整改

“回头看”和问题回访，直接回访群众，了
解群众对整改的评价，严防整改搞形式主
义、文字整改，并将“回访”情况抄送县纪
委监委，对未完成整改、整改不力、敷衍整
改的单位进行通报问责，形成巡察监督与
纪律监督同步追责问效的工作机制。

据了解，村（居）巡察工作开展以来，该
县发现党员管理不够严等问题127个，发现
干部问题线索65件，立案查处12件，党纪处
分12人，提醒谈话26人；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106个，有效解决群众关心的饮水、交通、保
障住房等方面问题134个。 （罗天）

乐安县多举措推动村（居）巡察全覆盖

7月8日上午，南昌高新区麻丘镇厚溪
村委会嘉贞亭内，十余名少年儿童整齐排
座，聚精会神地听“小老师”讲述党史故
事，“革命先辈们用热血捍卫了祖国的领
土完整，换来了我们今日和平幸福的生
活。”“小老师”讲得慷慨投入，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

日前，江西农大理学院的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队与麻丘镇联合开展面向

农村留守儿童的“党史宣讲进农村，红
色基因润田野”主题活动，将党史学习
教育和关爱留守儿童相结合，开辟“青
少年课堂”。

“讲好党史故事，革命英雄陪伴成
长”“唱响红色歌曲，革命歌谣从小传
唱”，实践队的 12 名大学生每日准时开
课，向厚溪村 18 名留守儿童讲述党史故
事、教唱红色歌曲。农家书屋、亭台瓦

舍、田间地头……处处都留下了“师生”
们勤奋的身影和琅琅的读书声。结合青
少年的特点，大家组织孩子们观看了《建
军大业》等红色影片及历史人物动画片，
实践队同孩子们一起创作红色画作，充
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让红色精
神更加深入童心。

实践队还在镇村干部的陪同下走访
了厚溪村、刘城村的 30名困难儿童，为他

们送上了红色书本和玩具，并开展了相关
问卷调查。

与此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镇
妇联、关工委的指导下，实践队开展了“弘
扬优良家风，传承优秀家训”宣讲、暑期

“儿童防溺水”知识宣讲及好家风家训最
美清洁家庭故事分享等系列活动，进一步
丰富了“三下乡”活动内涵。

（付慧倩 李东民）

麻丘镇：让红色精神更加深入童心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身
着红马甲，手提环保袋和垃
圾夹，一刻不停地在河边忙
碌着，时而捡起岸边的垃圾，
时而下河捞起积在桥洞边的
断枝残叶，他们就是萍乡市
安源区凤凰街的“河小青”
们，一群传递着人水和谐理
念的志愿者。

“河小青”们日常的主要
工作是进行河道巡查、护河宣
传等工作，重点清理河岸及坡
面的塑料袋、快餐盒、废纸等
生活垃圾，以及青苔、杂草等
影响河岸环境卫生的物品。

“累，但是快乐！”“河小青”们
经常抹着汗水这样说道。

近年来，安源区凤凰街
依托市、区水利和环保部门
建立了“北桥外河长制教育
基地——青春护河站”，围绕

“河小青”常态化开设集护河
环保专业化微课堂、实地或

在线培训、活动打卡、分享交
流为一体的服务环节，有效
提升了“河小青”志愿服务质
量。凤凰街北桥外社区更是
陆续开展了“先进河长助手”

“河小青志愿小达人”“环保
宣传使者”等评选活动，一群
群最美护河使者不断涌现，
以此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爱
河护河行动。在“河小青”们
的影响下，“巾帼护河队”“红
领巾护河队”“萍实志愿者协
会”等志愿组织自发加入北
桥外社区护河队伍，全民护
河形成了常态。

即使是在如今的炎炎夏
日，人们也不时能在河边看
见那群热情洋溢的“红马甲”
们，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
传递着人水和谐的美好理
念，动员着更多的人加入到
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符 博 刘树军）

凤凰街：“河小青”守护母亲河

4300余名党员群众加入
钉钉群，1400户户主加入微
信群，每月平均在群中发布
信息 90余条，协助解决群众
提出诉求问题 120余件……
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纪委依
托“数智安源”项目建设，要求
街纪检、村“两委”干部及廉洁
平台工作人员实名入群，在
白源街4个村和2个社区分别
在钉钉、微信等平台建立信
息公开栏，每月定期在线上
线下多方位进行党务、村（居）
务、财务“三务”公开，以解决

基层事务管理信息不公开、
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加强对
基层小微权利的监督。

为此，白源街最大范围
地鼓励干部群众积极入群，
确保信息发布群“建得全、
用得好、管得住”，不断提升
群众监督的范围和质效；同
时，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对群众提出的诉求和意
见建议，根据不同事项进行
登记并动态跟踪，对处理结
果及时回复。 （邓正珊）

白源街：依托“数智安源”办实事

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将产业扶贫作为群众致富
的重要抓手，结合各村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实施“党建+合
作社+基地”联动的方式，做大做强特色扶贫产业。图为该镇
桥头村村民举着分红牌满脸笑容。 巫文萍摄

“地租保底+产业分红”

牢牢握紧“钱袋子”

上高县泗溪镇中草药种植基地晒
场，农民正在翻晒枳壳。枳壳别名酸橙、
苦橙，可用于胸胁气滞、胀满疼痛、食积
不化、痰饮内停等方面，具有理气宽中、
行滞消胀等功效。

“感谢村里为我提供了在中草药种
植基地务工的机会，我现在每个月有一
笔固定收入，同时又不耽误我做家里的
农活。”正在翻晒枳壳的胡二和感激地
说道。

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联
结农户、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为他们提
供生产资料供应、种植技术指导、人员培
训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引导农户自愿
做好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等工作，并加
强致富带头人培育。该镇以“致富带头
人+脱贫户”的产业模式，建设了汇农合
作社、友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5 个合作

社和中草药种植基地、脐橙种植基地等
13个产业扶贫基地。其中，镇里将 5万
多亩土地流转给中草药种植基地种植中
草药，采用“地租保底+产业分红”的集
体经济模式，实现村民和村集体收入同
步增收并发展壮大，牢牢地将“钱袋子”
握在群众手里。

截至目前，泗溪镇共培育了 26名致
富带头人，吸纳近 5000 人到基地务工，
为他们每个人年均增收4000余元。

农村电商服务站

村民买卖的新方式

连日来，在抚州市东乡区黎圩镇荆
公农产品合作社，社员们正在打包有机
大米，准备通过电商渠道发给卖家。

在黎圩镇，这个农村电商服务站成
了村民买卖的新方式，一方面为大家线
上线下销售红糖、葛粉、萝卜、芋头、薯等
特色农产品；另一方面又帮忙代购生产

资料、生活用品等，解决农户“买卖难”问
题，降低了生活成本。此举是该镇最新
运用农村电商平台，以“互联网+合作
社+脱贫户”的模式带动农户创收，将农
产品载上电商这趟财富快车，帮助村民
致富。

合作社通过吸纳村民加入，以种植
竹荪、野生葛、有机稻米等农产品为基
础，转变农户单一种植的理念，并请来农
技人员免费传授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提
高农产品品质。同时，该镇将农村电商
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依托合作社的农村
淘宝、天猫电商店铺，一边进村入户收购
农户家的土鸡蛋、乌萝菜、葫芦干等农副
产品；一边对脱贫户制定帮扶政策，在
收购农产品时，将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
10%至 20%；与其签订合同，对长期参与
合作社劳动的脱贫困难户，采取“10+1”
扶贫模式，每劳动 10 天计发 11 天工
资。此外，合作社负责人积极开展创业
培训，免费传授电商运营知识，并融入

“村播计划”，带动农户加入村播，直接
在田间村头直播自己种植的竹荪、梅干
菜等农产品。

在此基础上，该镇将电商服务站开
进村里，尽力满足村民网上需求，还能提
供收发快递、邮寄物件、网上代销代购等
便捷服务，打通了农村电商服务“最后一
公里”。“我儿子在外地打工，每次开视频
看他都觉得瘦了一些，有了这个电商服
务站，我经常会寄些土鸡蛋给他吃。”脱
贫户王老边说边为电商服务站暖心的服
务点赞。

大山深处生长的希望

成为乡村振兴坚实力量

仲夏时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的
百亩茶园里，茶农们正在锄草、施肥。

“纯有机种植的茶叶有不少老客户预
定，网络销售渠道也很畅通，今年产茶
量突破了 1000 公斤。周边不少劳动力
都会来干活。”茶园的承包者、脱贫户杜
造海说道。

一路走来，创业并非坦途，但 20 万
元贴息贷款落袋、县农技员指导病虫害
防治、产业技能培训，让踏实勤劳的杜造
海全面掌握了茶叶的种、管、采、制技术，
一跃成为当地闻名的茶叶种植大户，茶
园效益越来越好。如今，他又利用基地
位于林区的地理优势，引进 12 箱蜜蜂，
日前已开始产蜜；还在茶园边修了鸡鸭
圈，购买鸡鸭苗发展林下经济……

近年来，该县充分发挥当地狗牯脑
茶的品牌优势，积极引导脱贫户发展茶
业。县财政每年投入 3000万元，用于奖
补茶叶基地建设、市场营销和品牌宣传、
加工企业设备升级和投资创新，全县每
年新增种茶面积约 1 万亩。通过推广

“合作社+基地+脱贫户”等模式，该县让
脱贫户持续获得股份红金、土地租金、劳
务薪金等多重收益，农民逐渐成为茶叶
种植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大山深处生长的希望，成为乡村振
兴的坚实力量。截至目前，脱贫户参与
茶叶种植、管理、采摘、加工、销售全产业
链条扶贫的生动格局已经形成，全县产
业种植面积达 28 万亩、年产量达 9020
吨，有近 10 万人从事茶业相关行业，
6000多户脱贫户发展茶产业，户年均增
收超过4000元。

为村民致富找到“金钥匙”

上高县泗溪镇开发中药
材种植基地 5 万多亩，吸纳
当地农民近5000人务工，带
动产业增收；抚州市东乡区
黎圩镇依靠电商购买农户的
红糖、茄子干、土鸡蛋等土特
产打包在网上销售；遂川县
新江乡横石村的百亩茶园产
茶量稳步增长，致富带头人
在茶园边修好了鸡鸭圈，正
准备买一批鸡鸭苗发展林下
经济……

发展产业经济，助力乡
村振兴，江西各地正不断以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壮大
农业产业为导向，灵活运用
本地资源，为村民稳定增收
找到“金钥匙”。

上高县泗溪镇中草药种植基地晒场，农民正在翻晒枳壳。

抚州市东乡区黎圩镇荆公农产品合作社里，社员们一边直播一边
打包当地农产品——米糖。

春涛镇滩头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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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的百亩
茶园里，茶农们正在锄草、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