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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日前，笔者在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

蓝田宋家村调研时，对当地农网改造印
象深刻。当地百姓对供电部门发自内心
地感谢，并于去年联名写信给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表达感激之情。这感激的背
后，其实就是因为当地供电部门为该村
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电力支持。

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电力在农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农村电网经过多轮改造升级后，
已经日益完善。但如今，如何让农村电
网的改造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更
好地为乡村振兴“充电赋能”，依然是值
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要让电线成为农村的“风景线”。农
网改造，不仅要让农村更“亮”，同时也要
让农村更“美”。笔者在蓝田宋家村看
到，改造后的用电设施面貌焕然一新，崭
新的配电网络既安全，又美观，与村内整
齐的房屋相互辉映，使人倍感清爽，该村
也被评为“江西十大秀美乡村”。但在以
前，蛛网般的线路不仅难看，更暴露着用
电安全问题。可见，在农网改造过程中，
供电部门应不断优化设计，精心布局，在
充分保障供电能力和安全可靠的前提
下，着力提升施工质量和工艺水平，同时
应注重与村庄规划相适应，与村庄美景
相融合，使改造后的电力设施成为乡村
美景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让变压器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
“加速器”。乡村振兴，重点是产业兴
旺。发展产业，必然离不开电力支持。
农产品加工需要电，开办民宿需要电，农
田抽水灌溉需要电……以前，蓝田宋家
村仅有一台50千伏安的变压器，根本无
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但如今，该村
拥有3台总容量1200 千伏安的变压器。
村民告诉笔者，以前连稻田抽水用电都
得不到满足，现在根本不用愁，所以如今
村里实施综合种养模式，建成稻虾养殖
基地和 300 亩的观光莲藕池，还成立了
合作社。事实证明，电力足，才能产业
兴。因此，各地政府与当地供电部门之
间应建立完善有效的对接机制，让农网
改造升级与当地农村产业发展规划紧密
衔接。

要让电力成为百姓开启幸福生活的
“驱动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在农
村，林林总总的现代化电器已经成为家
家户户的“标配”，这些现代化电器开启
了广大农村百姓的幸福新生活，但也不
可否认，在有些农村，频繁停电、低电压、
供电能力不足等涉及民生的问题依然存
在。为了满足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的用电
需求，供电部门依然任重道远。这就要
求供电部门一方面通过农网改造升级进
一步提升供电能力；另一方面，供电部门
还得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切实当
好“电保姆”，提升农村百姓的用电体验
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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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全覆盖

家住兴安华城小区的徐军飞务工进城
买房后，户口并没有迁入兴安街道还留在
青板乡，因此，每每需要办理医保、申请创
业补贴等业务时，总是要来回好几趟。“人
进了城，心却没有归宿，感觉并没有被社区
接纳。”徐军飞说，如今再也不会因为办理
政务事项而来回跑了。因为就在今年年
初，街道对辖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按照“边
界清晰、全域覆盖、规模适度、功能完整”的
原则细化社区网格，将辖区划分为 71个网
格，所有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都纳入
网格，通过接入“上饶公众”专业版和公众
版 APP，以达到依托大数据将“千万格”汇
聚成“一张网”的目的，将便民服务一“网”
打尽、群众办事一“网”搞定，实现了“人、
物、事、情、组织”的无差别全面管理。

兴安街道是横峰县城的中心区，常住
人口 6.7万，其中流动人口近 3万人。“街道
内新社区、老社区、‘村改居’等社区杂糅，
服务对象也增加了很多，但是社区管理人

员却严重不足。”兴安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柳
说，基层治理好不好，最终要体现在服务、
便民上。网格怎么划？权责如何理？社区
服务如何全覆盖？可谓困难重重。

为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兴安
街道从构建“一体化”服务网络着手，以“网
格+党建”为总引擎，构建了“街道党工委、
社区党委、网格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党员（志愿者）”五级治理体系，突出精细要
求，下沉治理重心，以细“治”入微的服务提
升基层治理的温度。

“我们形成了‘4 个 2’工作制：网格员
每天巡查不得少于 2 小时，及时收集居民
诉求；2小时内上报受理居民诉求新动态；2
小时内分层分类处置，化解矛盾诉求，未能
处置的也在2小时上报街道；2小内反馈处
置结果，接受群众评议。”陈柳说，我们力求
做到第一时间受理群众诉求，主动介入、积
极处置、及时反馈，改变过去被动应对问题
为主动发现解决问题。

“网格员就是‘大管家’，网格中所有的
大小事都要管。”城北社区党委书记周云兰

告诉记者，她每天除了要忙社区的日常事
务外，还要到自己的网格进行巡查，了解群
众需求，倾听群众心声和意见，按照工作要
求完成网格员的工作任务。

网格员肩负着信息收集、便民服务、矛
盾调处、治安防范、政策宣传、城市管理等
职能，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同时，也进一
步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事在格中办

“小李您好，疫情期间我们不方便回横
峰，还请您每半个月代我到养老院看看父
母亲。”9月2日，在河南工作的罗嗣韫给网
格员李菊仙打来电话请求帮助。电话中罗
嗣韫告诉记者，李菊仙就跟亲人一样，80多
岁父母亲是今年 7 月送入养老院的，由于
子女均不在横峰工作生活，在进养老院之
前老人一直都是她帮着照顾。

事在格中办，有需求找网格员。兴安
社区居民郑德兴患有偏瘫，需要做康复治
疗，但是每周去医院又不方便，怎么办？巡

查中，网格员卢笑铭了解到郑德兴的情况
后，立即与挂点帮扶单位横峰中医院联
系。“中医院指定康复科党员汪紫雯与郑德
兴结对帮扶，汪医生多次上门为郑德兴诊
断，并制订了康复方案。”卢笑铭说，县里要
求在职党员“双报到”（到居住地小区党支
部报到、帮扶联系单位党支部报到），社区
就把这些党员作为网格志愿者，一起参与
到为群众服务当中。

为确保“民有所呼、贴身服务”的理念
能落到实处，兴安街道要求社区力求打破

“议事在办”的传统束缚，在完善网格硬件
配套建设的同时，鼓励社区干部们变“坐
办”为“走办”，与网格员及志愿者入楼入
院，在与居民群众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中收
集信息、汇总诉求，能立即解决的马上办，
需要上报职能部门的协调办，搭建平台，消
除壁垒，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86 岁的胡桂芳老人瘫痪在床，领取工
资的银行卡找不到了，网格员欧小红与银
行联系后，工作人员带上设备上门为胡桂
芳补办银行卡；康乐小区居民方文亮家下
水管堵塞，报给网格员后，志愿者上门免费
服务解决……

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
出街道。情在网中结，网格员在服务中与
群众的心更贴近了。“真是太贴心了，我很
感动。”如今，每天周一、三、五，网格志愿者
都会把郑德兴接到社区康复中心，由医生
为其做康复治疗。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的运行机
制，极大地提高了为老百姓办急事、解难事
的效率。“通过网格化管理，我们希望让居
住在兴安街道的所有居民都有‘住兴安、心
更安’的归属感和获得感。”陈柳说，下一步
将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真正让兴
安居民的现代生活从“有人管”升级为“管
得好”。

住兴安 心更安
——横峰县兴安街道打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文/图

位于景德镇市区西南部的昌江区，山
清水秀,风光旖旎。区域内陶瓷文化、红色
文化、航空科技文化、农耕文化交相辉映，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围绕建设魅
力昌江、做亮瓷都门户，在打造与世界对话
的国际瓷都中实现新跨越的目标定位，昌
江区按照全景化建设、全民化共享、全要素
融合的思路，举全区之力推进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昌江特
色的创建新路径，为昌江区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孕育了新动能。

全景化建设 探索特色新路径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8 月 16 日
的昌江区荷塘乡百荷园，红荷绿裳与蓝天、
白云相得益彰，构成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
线。看见百荷园里游人如织，荷塘乡仓下
村村民徐承鑫满怀欣慰。他说：“旅游已让
咱家乡旧貌换新颜！”

位于景德镇市南部山区的荷塘乡，是
革命烈士方志敏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辖区
内红色、绿色旅游资源丰富。为了让荷塘
乡的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开发，昌江区投资
美化、硬化了荷塘乡境内的公路,并开通了
市区至荷塘乡的公交线路。从中发现机遇
的徐承鑫，与本村的十多名村民一合计，决
定集体投资 100 多万元，建设集荷花种植

观赏、立体养殖等于一体的百荷园。经过
几年来的努力，如今的百荷园，高峰期一天
就能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昌江区既有城区，又有乡村；既有市
民，又有村民。如何走出一条全景化建设
的新路径？昌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
局负责人陈玉芳告诉记者，该区通过城乡
空间重塑、城乡产业互动、城乡设施统筹等
方式，把全域旅游的触角延伸到城乡一切
有文旅资源的地方，高质量打造具有昌江
特色的城乡融合型全域旅游示范区。该区
先后出台了《昌江区旅游产业发展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
同时，总计投入 305亿元资金，累计建设乡
村旅游公路等各类旅游配套项目175个，形
成了“城市有风景、乡镇有风情、村庄有风
味”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全民化共享 激发创建新活力

数百个旅游配套项目和新开发旅游项
目的建设，涉及大量的征地等事宜，昌江区
在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过程
中，如何得以顺利实施？带着问题，记者开
始在昌江区寻找答案。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健康步道上有人
健步如飞，草坪深处有人在跟着音乐起
舞。位于昌江区的景德镇国家森林公园

内，到处都是前来享受这一城市“绿肺”的
居民。该公园因为种种原因，一度又脏又
乱，而且还有部分植被遭到破坏。2017年
初，当地启动改造工程还绿于民。景德镇
国家森林公园一经改造完成，便成为周边3
万居民的休闲锻炼场所。当地居民陈小年
说：“这里空气好、环境美，我几乎每天都来
散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给我们带
来了看得见的好处，我们都真心支持。”

昌江区按照“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的建设标准，在绿化上下足功夫，铺绿地、
种花草、建公园，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
文章，着力提升城市品位、农村环境。同
时，通过陶瓷文创区山体修复、西河湾改造
工程等，不断放大区域生态资源优势，形成
了一批集休闲、赏景、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
户外公共旅游景点，真正实现了创建成果
与民共享。随着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创新活
力被充分激发出来。许多群众不仅主动配
合征地等工作，而且积极投身城乡环境大
整治等活动中。

全要素融合 孕育发展新动能

8 月 16 日下午，在位于昌江区枫树山
蟠龙岗的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非遗传
承人表演的拉坯等手工制瓷技艺，吸引了

许多游客的目光。古窑民俗博览区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该景区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文旅融合，实现了景区的高质量
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的古窑民俗博览区，通过“活态”展演
非遗技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研学团队前
来体验观赏。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成
功向世界传播了中国陶瓷文化。

推动“旅游+文化”，放大古窑民俗博
览区和中国陶瓷博物馆辐射效应，建设荷
塘特色小镇，发展红色研学游；推动“旅
游+农业”，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着
力打造多元化乡村旅游产品；推动“旅游+
工业”，以陶瓷文化创意园、航空小镇为平
台，推广现代陶瓷工业游以及航空工业游
……近年来，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过程中，昌江区深入践行“两山”理念，
通过“旅游+”模式，助推各类产业融合大
发展。

“全要素融合，孕育了发展新动能。自
2017年以来，昌江区的旅游收入已连续多
年突破百亿元大关，而且还成功为农业、陶
瓷、航空等产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昌江区副区长张碧珍表示，接下来，在
建设好旅游大数据中心的同时，将进一步
拓展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产品、完善旅游功
能、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让创建成果更多更
好地惠及百姓。

“一边进行社区日常巡查、一边了解居民
疫苗接种完成的情况。”清晨，李菊仙早早起
床，开始了一天的巡查。李菊仙是横峰县兴
安街道城北社区快乐小区的网格员，快乐小
区有 19 栋商品房，共 307 户，“东家长西家
短”，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像李菊仙这样的网格员，兴安街道共有
71 名，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和网格志愿者一
块，穿梭在71个网格中，上为政府分忧，下为
百姓解愁，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是城乡
一道跃动的风景。

兴安街道通过构建横到边、纵到底、全覆
盖的网格体系，将网格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
家门口，形成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情
在网中结”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通了城乡社
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新路径 新活力 新动能
——昌江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实践与探索

本报记者 王景萍

8 月，铜鼓县花山林场的竹荪进入丰产期。近
日，记者来到林场，林下竹荪仿野生栽培技术示范林
里，一片采摘竹荪的繁忙景象。

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
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裙从菌盖向下铺开，
因此，有人称它为“雪裙仙子”。它的营养丰富，香味
浓郁，滋味鲜美，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根据林业专家提出在山地里开沟，增强土壤蓄
水能力的科学方法，示范林里的竹荪产量比去年增
长了约60%。据江西省与杉同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温敏学介绍，今年干竹荪、干菌帽、新鲜竹荪
蛋产量均约2吨，预计收益超过300万元。在原材料
发酵、采摘、烘干和包装等环节，能够提供50余个就
业岗位。

在竹林下栽培竹荪，不仅能节约耕地资源和搭
建荫棚的劳动量，栽培后的剩余物回归林地，还能够
增加林地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实现林菌互利、
资源循环利用，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

朱兆恺摄

工人正在竹林里采摘竹荪工人正在竹林里采摘竹荪。。

兴安街道城北社区网格员正在宣传防电信诈骗知识。

9月7日，在新余市特殊教育学校启八班，学生
将自制的礼物送到老师手里，并给老师一个深情的
亲吻，感恩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以此迎接教师节的到
来。26年来，该校从一个最初只有十几名学生的手
语培训班，发展成班级21个、学生345名的市级特殊
教育学校。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强化康复训练等教
育方式，为全市有听力障碍、智力障碍等特殊需求的
青少年儿童，构建起一个“爱的家园”。

邹宇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