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3 日，在位于

南 昌 市 湾 里 管 理 局

的保利冰雪水世界，

市 民 戏 水 纳 凉 。 入

夏以来，随着气温逐

渐升高，市民纷纷来

到水上乐园，体验趣

味亲水活动，享受夏

日清凉。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让“旱鸭子”变“小飞鱼”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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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200个老旧社区
完成天然气改造

本报南昌讯 （记者鄢玫）7 月 7 日，记者从南昌燃气集团

获悉：通过持续推进“气化南昌”和“铸铁管改造”民生工程，南

昌市共完成老旧社区管网覆盖 16.2 万余户，其中主城区内老

旧社区管网覆盖 11.2 万余户，约 200 个老旧社区顺利施工通

气，城市气化率显著提升，主城区、老旧社区成片没有管道天

然气的情况得到根本转变。

自 2010 年天然气入赣进昌以来，南昌市管道燃气事业得

到了较快发展，但老旧社区的管道天然气覆盖率依然较低，老

百姓希望使用清洁能源的迫切愿望还得不到满足，燃气支线

管网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为改善老旧社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群众安全感和获得

感，自 2017 年始，南昌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气化南昌”

和“铸铁管改造”民生工程工作的通知》《南昌市推进燃气事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等多个完善老旧社区管道燃气

敷设的政策性文件。多年来，老旧社区管道燃气全覆盖即“气

化南昌”项目工程成为政府高位推动的民生大事。

浔阳区发展夜经济
助力青年创业

本报九江讯 （凌瀚 通讯员熊婷婷）“自制柠檬凤爪，欢迎

品尝”“瞧一瞧，看一看，国风手机壳、手机链”……7 月 3 日 20
时许，九江市浔阳区庐山南路步行街“青创乐风市集”人头攒

动，十分热闹。道路两旁整齐排列着许多摊位，摊主热情吆喝

着，推销自己的商品，引得行人放缓脚步。

“当地政府对‘摊主’的扶持力度很大，为青年创业者节省

了成本。”九江职业大学学生徐可元利用课余时间积极投入到

夜市经营中，她告诉记者，“看到自己设计的文创产品受到顾

客的喜爱，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今年 3 月以来，浔阳区结合本地特色资源，启动了“青创

乐风市集”项目。该项目聚焦夜间消费，以鼓励青年创业为目

标，持续激发夜间消费潜能，促进多元化夜间消费业态发展。

目前，该项目已带动 1000余名青年在浔就业创业，吸引 100余

家网红品牌加入。同时，该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出台

相关政策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平台、技术、资金等支持，为夜间

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活动提供有力保障。截至 6 月

底，该项目总销售额已突破 100万元。

江西保险业连续11年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省保险行业协会联合省血液中心

主办的“勿忘灾害、保险有爱”江西保险业第十一次无偿献血

活动，7 月 8 日在南昌举行。这是江西保险业连续 11 年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据统计，此次江西保险业共有 601 人献血

15.31万毫升。

在南昌主会场，省血液中心为省保险行业协会颁发“江

西省爱心流动血库”荣誉牌，以感谢江西保险业长期以来对

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在南昌的近 50 家保险公司

200 余名爱心员工参加了当日的活动。此外，9 家保险公司

的江西分公司作为此次活动的分会场，先后开展了无偿献

血活动。

“别人的葡萄园，藤上长满了葡萄；你管理的葡萄园，

一根藤为何只有一串葡萄？”7 月 1 日，记者走进位于宜春

市袁州区寨下镇带塘村的王古岭葡萄园，顿感好奇。“种葡

萄很有学问，藤上留的是精品果。”彭嘉说道。

在寨下镇，彭嘉可是响当当的“基地管家”，懂技术，

会管理，工资高。几年前，他还是一名在浙江务工的农

民，一家六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曾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在外务工不如来合作社学点技术，搞农业种植。”驻村

工作队找到彭嘉，引导他加入天绿种养专业合作社。但刚

学种葡萄，彭嘉什么技术都不会，只能在基地干点杂活。

袁州区、寨下镇和村里多次组织合作社人员到宜春、

赣州、南昌、株洲、郑州等地考察，学习高产油茶、葡萄、柚

子种植技术。经过摸索实践，彭嘉掌握了葡萄种植和管理

技术。

“种葡萄要用大棚，搞好排水沟，避开雨季；夏天要盖

遮阴网，通风不够就加装天窗，水肥用喷灌……搞农业种

植，一半靠技术，一半靠天吃饭。”彭嘉用心琢磨着，不断改

进管理技术。100 亩葡萄园，以前打药 20 个人都难以完

成，现在用上高压打药机，4个人 8小时就能完成。

彭嘉是带塘村第一个“基地管家”，月薪有 6000 元，还

有年终奖金、股东分红、光伏电站维护费，年收入 9 万余

元。妻子卖葡萄有工资收入，葡萄园、油茶基地套养鸡鸭

也能赚钱，去年夫妻俩的收入有 13 万元。“回来搞农业种

植比在外面务工强多了。”彭嘉乐呵呵地说。

“人勤快、懂技术、肯钻研。”彭嘉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

验，手把手地教给合作社的 30 余名村民。2020 年，合作社

组织他们去铜鼓学习鸡枞菌种植技术，回来后建了 300 平

方米冷库，由彭嘉负责技术管理。

当年，3.2 万袋菌包实现丰产，销往青岛、广州、南昌、

株洲等地，产值达 36 万元。今年，合作社新建了 2 个 400
平方米的冷库，可种 12 万袋鸡枞菌。彭嘉计划改进技术，

提高鸡枞菌产量和效益。

沃野田畴里，彭嘉收获满满，更感恩党的好政策、干部

的引导帮扶。“葡萄品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要加把力做精

品果，才能卖得更好更快，效益更高。”彭嘉说。

52处“阶梯式”停止线
亮相红谷滩区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应

该停在什么位置？如何避免内侧车辆视线被右侧车辆遮挡

撞上斑马线上行人的情况？7 月 11 日，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红谷滩交警大队在辖区内试点施行“阶梯式”停止线，

通过对“标线”的小改动，最大限度消除斑马线上的交通事

故隐患。

11 日上午，记者在红谷滩区绿茵路南昌二中高中部门口

发现，与以往不同的是，路口的斑马线前划出了阶梯状的白色

停止线，停止线与斑马线之间还施划了黄色网格线。斑马线

前各车道内机动车停止的位置都不相同，从左向右逐渐向后，

每条道上的机动车视线都不再会被遮挡。

“‘阶梯式’停止线将每股车道的机动车停止线依次后移，

车辆在停止线后等待，再配合采用黄网格的形式提醒车辆禁

停以及礼让行人的提示牌，机动车需在网格线前的路段内提

前减速停下，不得驶入黄色网格禁停区。”红谷滩交警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改变，使车辆和斑马线保持了一定的安全

距离，增加了司机提前看清前方路况的反应时间，也有利于机

动车驾驶员和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在过街时均能发现对方，

有效消除了视线盲区，预防“鬼探头”事故。

据悉，大队已完成丰和中大道、碟子湖大道、怡园路、丽景

路等 52 处“阶梯式”停止线的设置。此次试点改造主要集中

在周边住宅多、日常人车流量较大的路口以及点位。

农民变身“基地管家”
本报记者 邹海斌

连日来，万载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

患、保安全”专项行动，认真落实食品安全首要职责，防范化解

风险，着力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图为 7 月 11 日，执法人员在大米生产企业检

查产品质量标准执行情况。 通讯员 郭久兴摄

防溺水需要疏堵结合。如果

说，在江（河）、湖（库）、水塘等重

点水域设立安全警示牌，配置安

全防护设施是堵，那么开展游泳

教育则是疏。游泳不只是强身健

体的体育项目，更是重要的应急

自救技能。今年开始，南昌市西

湖区作为中小学生游泳教育试点

县（区），将实现“全区小学毕业生

人人会安全游泳”作为硬指标，列

入政府重点民生工程。开展“泳

动西湖”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免费在小学生中开展游泳教

育，积极探索推进体教融合，促进

学生强身健体，有效增强学生防

溺水能力。

7 月 8 日 14 时许，记者来到

位 于 桃 花 路 的 远 东 恒 温 游 泳 馆

内。几十名抚生路小学四年级学

生正在跟随教练进行下水前的热

身训练，“一、二、三、四”随着教练

喊出的指令，学生们一个个动作

娴熟到位，姿势标准。

“每天安排 7 批学员分时段

来此学习，这是今天第四批学员

上课。”西湖区教体局体卫艺科负

责人介绍，从暑假开始，西湖区政

府在 7 个游泳场馆，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为辖区小学四年

级不会游泳的学生提供 10 个课

时的免费游泳培训。“10 个课时

结束后，将组织统一考试，由教体

局派员现场监督，合格标准按照

《江西省中小学生安全游泳教育

训练指南》制定。如果有学员未

学会，将由教练负责教导至学会

为止。”

“我上了 9 次课，已经从‘旱

鸭子’变成了‘小飞鱼’。”在水池

里娴熟地做着动作的姚诗渝小朋

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仰头笑着

说。“在外面学游泳还要花钱，学

校组织统一学游泳不仅不花钱，

教练还特别认真负责。”姚诗渝的

奶奶告诉记者，第一次来的时候

不太放心，直到看见泳池内众多

的教练，泳池边上严阵以待的安

全员与医生，才彻底放心。

西湖区没有大型游泳场馆，

区属仅有 2个长 25米的泳池。在

这种条件下，西湖区该如何推动

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作？

“首先开展达标测试，对会游

泳的学生进行达标测试，分优、

良、合格三个等次予以发证。针

对区属泳池不足的情况，我们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校内没

有游泳场馆的 5400 余名四年级

学生，分配到评估合格的社会游

泳馆开展免费培训。”西湖区教体

局局长廖小兵告诉记者，根据省游

泳教育相关规定，培训的小学生为

四五六年级学生，下学期还将在 9
月至 12月份组织五六年级 1万余

名学生在指定游泳馆进行分批轮

训。“小学生游泳教育，立足的是

‘教育’，着眼的是‘安全’。”廖小兵

表示，西湖区争取到省市专项资

金，加上区级资金共计 919万元用

于该项活动。按照室内恒温泳池

550 元/人、室外泳池 500 元/人的

标准购买服务，并为每人购买游

泳专项意外保险，泳池旁配备了

安全员与医生，确保万无一失。

本报讯 （记者卞晔 实习生肖文玥）日前，

省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报，就当前防溺水安全

防范工作再部署、再强调、再细化，并提出具体

工作要求。

通报要求，各地各部门思想上要高度重

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保护青少

年学生生命安全、维护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

稳定的政治高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深入自查、持续整改溺水风险和隐患，把

防溺水工作做实做细、不走形式、力求实效，

坚决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行动上要迅速有

力。各级政府以及教育等部门要按照省领导

批示要求，想在前、做在先，立即召开动员部

署会议、专题研究会议等，对防溺水工作再动

员、再部署、再强调、再落实，抓紧抓实防溺水

安全态势研判，科学制定防范对策和整治措

施，着力提高防溺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报指出，落实上要严狠准实。要结合正

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主动担当履责，深

入研究问题、扎实解决问题，真正把风险隐患

找出来、把溺水亡人事件防控住；进一步发挥

街道（乡镇）、社区（村）的网格管理作用，通过

网格化管理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宣教上

要扎实有效。要加大开展预防溺水宣传教育

力度，广泛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人人学”、安

全宣传和实践“双五进”（进社区、企业、学校、

农村、家庭）等活动，充分运用媒体和手机短

信、校园安全管理平台等信息媒体，通过公益

广告、案例警示、安全预警、温馨提示等多种形

式，提高公众防溺水安全意识。

省安委办对防溺水工作再部署再细化，要求

着力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
练
正
在
指
导
学
生
的
游
泳
动
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