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付强付强摄便民中心工作人员周末在窗口值班便民中心工作人员周末在窗口值班

528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
西新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及时帮你问、帮你办。

9JIANGXI DAILY2022年 8月 23日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单 丹
民 生

一吐为快

这扇“方便之门”开得好
曹诚平

提升改造 烂泥塘变身广场

破解难题 噪音扰民解决了

健身休闲广场十分热闹健身休闲广场十分热闹。。

本报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本报南昌讯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蔡颖辉）“终于能睡个好觉了。”近日，家

住南昌市老福山社区的应女士高兴地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

帮你办”频道反映，西湖生态环境局找来专业机构解决了困扰

她多日的中央空调噪音问题。据悉，省中西结合医院的中央空

调噪音扰民被附近居民投诉过多次，但医院多次整改后，仍无

法彻底消除噪声。为此，西湖生态环境局邀请了专业的社会非

公环保监测企业免费参与鉴定，并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通

过多方协调，医院投入 5万余元，加装了三面环抱空调外机的隔

音设施，彻底解决了噪音扰民的问题。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隔音设备工作人员正在安装隔音设备。。

随来随办 便民服务不打烊

据报道，安徽省安庆市城区 135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厕所

近日免费开放，还提供洗手液和卫生纸。“方便之门”一开，极大地

方便了市民和游客，受到了各方点赞。

近年来，各地加大了公厕建设、改造力度，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一些地方中心城区公厕数量少、分布不均、如厕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有效弥补了城市厕所数量不足和

分布不均的问题，使得这些机关单位的服务设施实现了全民共享。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是对现有资源的有效

整合利用。很多单位工作人员并不多，但每一层楼都有厕所。把

多余的资源免费向公众提供，政府部门就可以减少街头公厕的建

设数量，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其他更加迫切的民生实事中。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是政府部门自信的表

现。厕所开放了，进入单位的人多了，本身也是对这些单位工作的

一种监督，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时刻不忘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更加昂扬、自信、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工作

之中，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在公众实现“如厕自由”的同时，公众也应自觉遵守秩序。进

入这些单位“方便”时，要注意维护厕所卫生，保持安静，不干扰工

作人员办公。

小方便，大民生。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不仅

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民生温度，更体现了政府部门的社

会责任，希望这样的“方便之门”越开越多、越开越大。

本报宜丰讯本报宜丰讯（记者陈璋陈璋）近日，宜丰县黄岗镇黄岗村村民向

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村里环境发生很大变

化，村民生活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据悉，黄岗村河家湾村小

组以前有一片约 3000 平方米的烂泥塘，每逢刮风下雨，臭味四

溢。今年以来，黄岗镇成立由镇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的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小组，村级配备专业管护队伍，全面提升辖区环境。

经过提升改造后，河家湾村小组的烂泥塘变成了宽阔亮堂的休

闲健身广场，包含一个篮球场、两个羽毛球场、健身器材区域、

休憩凉亭、游步道等，成了村民活动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陈璋陈璋摄

本报万安讯本报万安讯（记者付强付强 通讯员郭娟郭娟）日前，万安县五丰镇

邓林村村民刘先生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

现在到五丰镇便民中心办事真方便，周末随时来随时办，几分

钟就办好了准生证。记者了解到，为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工作

时间“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难题，该镇便民中心实行

延时错时预约等服务，推出政务服务“四个办贴心服务”，让政

务服务实现 365天不打烊，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暖心。

共享电单车头盔卫生堪忧

“我遇到过在共享头盔里洒牛奶的。”

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他有次从站前西路

到铁路二村，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电单

车。当他拿起放置在车筐里的头盔时，却

看到里面湿漉漉的，并且有一袋没喝完的

牛奶。无奈，他只好把头盔放回了车筐。

当他骑至铁路二村附近时，被执勤交警拦

了下来，询问他为什么不戴头盔。他跟交

警说明了相关情况，交警表示理解，让他

从旁边的执勤点借用了一个头盔安全出

行。

市民李女士经常骑共享电动车出行，

对于共享头盔的卫生问题，她告诉记者：

“我经常遇到头盔很脏的情况，不戴又不

行。为此，我随身带着毛巾和酒精，使用

头盔时先擦拭，特别是那根头盔绑带，不

喷酒精不敢使用。”

记者连日走访发现，目前共享电单车

基本配齐了头盔，但头盔上有污渍、小广

告的现象不少。记者在西湖区街头看到

不少小遛共享电单车的头盔篮内有口罩、

树叶等垃圾，有的甚至几天都没有清理。

看来卫生问题是造成不少市民骑行共享

电单车时不愿佩戴头盔的主要原因。

“8 月 16 日我们与红谷滩城管执法大

队专门为此约谈了南昌市 5 家共享电单

车企业，要求他们通报对共享电单车头盔

的保洁措施，以及如何加强落实，切实消

除骑行者的心理顾虑。”南昌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红谷滩交警大队大队长万训坚

介绍说，共享电单车确实方便了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出行，但保障群众安全行驶，

头盔必不可少。“头盔是直接与骑行人身

体接触，骑行人嫌脏不愿佩戴的心理能够

理解，所以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

强保洁措施，让群众愿意佩戴共享头盔。

同时，我们各文明交通劝导室也提供安全

头盔免费借给群众使用，群众有这方面的

需求可随时找交警求助。”

相关部门出招保障头盔卫生

头盔事关安全出行，共享电单车企业

针对头盔的卫生问题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们之前尝试过配备一次性浴帽，

但发现骑行人使用后会将浴帽丢弃在路

上，造成新的污染。”哈啰出行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市民关注的头盔清洁问题，

公司已经在全城启动“清新计划”，之前是

使用水枪清洗的方式，现在改用专用的头

盔清洁剂针对头盔内外部进行清洁消毒，

然后用毛巾擦干，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去除

头 盔 内 的 油 垢 、异 味 等 ，市 民 可 放 心 使

用。“一方面把头盔清洁消毒纳入日常工

作考核中，运维人员每日清洁后拍照反

馈；另一方面，公司也将通过软件推送以

及短信告知等形式，配合相关部门对用户

进行安全教育宣传，持续引导市民骑行电

动车佩戴头盔，安全出行。”

与哈罗一样，青桔和美团的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运维人员会对头盔开展专项清

理，并纳入工作考核范畴。“我们也呼吁市

民与我们共同维护头盔卫生，生活垃圾不

要放入共享电单车的头盔篮内。”美团的

运维人员告诉记者，希望能与市民共同维

护共享头盔的卫生。

“针对近期群众反映的少数共享电动

自行车安全头盔缺失、取用不方便、车筐污

秽以及车辆号牌遗失等问题，南昌交警约

谈相关企业要求其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各

企业必须在 8月 20日前对全部运营车辆的

车筐头盔进行清洗，补齐遗失的号牌和头

盔，同时在全市 37个文明交通治理站和文

明交通劝导室提供文明头盔免费供市民借

用。”南昌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8
月 1日以来，各运营企业共补、换头盔 3000
余个，补领车牌 6000 余块，保障了市民便

捷使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带薪见习 政府买单

“洪帆姐姐，快来看我的画……”近

日，鹰潭市余江区刘家站乡社工站的见

习社工洪帆来到帮扶对象悦悦（化名）家

里，看到洪帆，8 岁的悦悦跑上前去拉住

她的手，开心地笑着。

今年大专毕业的洪帆是 6 月份在省

就业见习服务平台上看到了余江区阳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布的见习岗位。“我

是药学专业的，对口工作比较难找，就想

先找个见习工作过渡一下。”洪帆说。经

过简历筛选、面试等流程，洪帆成为阳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刘家站乡社工站的

见习社工，平日主要负责困难对象的帮

扶、心理疏导、权益维护等工作。

“悦悦是在一次困难群众筛查中找

到的帮扶对象。”洪帆告诉记者，悦悦的

爸爸几年前过世了，母亲在外地，悦悦和

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性格较为内向。

于是，洪帆和同事每周两次定期来

到悦悦家，陪她写作业、玩游戏……慢慢

地，悦悦变得开朗起来，还时常跑到社工

站找洪帆，主动吐露自己的心事，这让洪

帆第一次有了“被需要的感觉”。“我在这

种被需要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感慨

道，“这份见习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收

获很大，不管是待人接物还是解决问题

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余江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

人许细凤说，今年单位共提供 18 个管理

类见习岗位，目前已经到岗见习人员 14
人，其中8人为高校毕业生，6人为16岁至

24 岁失业青年。许细凤说：“我们每开发

一个岗位，当地人社部门会以每人每月

1288 元的标准发放见习补贴，见习期满

留用率达50%以上，就以1610元的标准发

放，可以说是带薪见习，政府买单。”

得 益 于 我 省 不 断 加 强 对 见 习 单 位

的补贴支持，如今，像余江区阳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这样的见习单位在省内

共有 5197 家。据了解，今年以来，见习

岗位的补贴标准提高到见习单位所在

适用区域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对当年

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 50%以上的见习单

位 ，补 贴 标 准 提 高 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100%。截至目前，共发放就业见习补贴

2558.39 万元，7 月份实际到岗见习人数

1670 人。

聚焦需求 职场练兵

“在湾里管理局政务服务网上看到

江西省易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招聘见习

人员，薪资待遇不错，还能积累工作经

验，我就报名了，面试通过后签了 6 个月

的见习协议。”今年 22 岁的章蓉是萍乡

学院会计专业的毕业生，由于个人兴趣，

毕业后想从事软件开发类的工作。“虽说

对相关知识有过了解，但毕竟没有系统

学习过，所以想先找一份见习工作，多学

点东西。”她笑着说，“现在每天跟着我们

经理，学到不少新技能。”

Java 编程、Linux 系统……对于章蓉

来说，这些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名词，

如今却能亲自操作，并在一个月内熟练

掌握，这令她很有成就感。“这里工作氛

围好，我想争取见习期满后留下来。”章

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和章蓉一样，通过见习工作增长了

本领的，还有上个月刚转正的张权。

一年前，张权还是懵懂的见习生，如

今，他已是江西建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的造价员了。“自见习开始，公司就安排

了一个有经验的师父指导我，从识图到

看定额，从建模到审计，师父都毫无保留

地教我。”张权说，这种“传帮带”式的培

训令他的建模能力突飞猛进，从一个造

价“小白”，变成了略有经验的造价员。

章蓉和张权在见习岗位上的成长历

程，是我省积极构建系统化培养模式，畅

通见习人员成长渠道的生动写照。据

悉，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加大对参加就业

见习人员的培训力度，为见习期满留用

的人员提供技能提升培训服务；对见习

期满未留用且有创业意愿的人员，做好

项目推介、创业指导，符合条件的给予创

业担保贷款扶持。

省就业中心公共服务处副处长郑轩

华说，见习岗位的设立实现了社会、用人

单位、毕业生的三方共赢。“对社会而言，

见习岗位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对个人

而言，有利于毕业生能力的提升；对单位

而言，对毕业生进行了规范培训，有利于

筛选留用人才。”

据统计，截至七月底，全省累计开发

就业见习岗位 3.36 万余个，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 112%，有效缓解了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

扩大见习规模 缓解就业压力
我省为毕业生就业见习搭桥铺路

稳保有力护民生之就业创业就业创业

南昌，早晨7时，城市开始热闹起来，江西易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见习生章蓉在家门口买了份早点，骑上共享电动车，抵达公司后开
始一天的工作，面对每天要学习的新技能，刚刚走出校园的她干劲十足。萍乡，晚上6时，江西建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造价员张权还在
办公室内认真核算着造价清单。这是他见习期满转正的第一个月，工程专业出身的他能在家乡拥有一份对口且热爱的工作，让他觉得
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为进一步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升就业能力，今年以来，我省按照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要求，结合
地方实际，努力扩大毕业生见习规模，提升岗位质量，扎实推进就业见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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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艺松

见习社工洪帆见习社工洪帆（（左二左二））正在辅导帮扶对象做作业正在辅导帮扶对象做作业。。 侯艺松侯艺松摄摄

共享头盔 如何让人戴得安心
南昌交警：已督促企业做好清洁工作

8 月 14 日，一辆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

往返于新干县潭丘乡海木源漂流景区和

县城之间，这些乘客只需花费 1 元，就能

到达 40公里外的目的地旅游消暑。

“一元公交可以让市民到乡村旅游，

也可以让农民到城市休闲。”新干县交通

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邓小燕

介绍，今年 7 月 1 日试运行的城乡公交一

体化惠民工程，实行 1 元票价制，给百姓

带来了便利，降低了出行成本，连接起城

市与乡村，畅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拉

动文化旅游热起来。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新干县于

去年创建了“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

在公路沿线新建了镇村公交仿古候车亭

100 多座、招呼点 134 个，建制村公交站点

实现全覆盖，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群众的交

通出行难题。

“然而，距离‘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

运到村、安全便捷’的城乡公交一体化运

输网络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这对全域

旅游、加速城乡一体化形成了一定制约。”

邓小燕介绍，去年以来，该县长运公司与

政府行业部门对接，历经数月调研、考察，

完成了责任车辆的全面收购工作，并优化

了公交线路的运行方案，终于在今年 6 月

30日完成了公交一体化的改造工作。

7 月 1 日以来，新干在全县范围内启

动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实行公车公营，

票价大幅下降，群众进出县城选择公交出

行的人数较往年相比增加 7倍左右。

“除了公交运营成本，其余支出由政

府兜底。”新干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负责人说，此次该县投入一元公交

67 辆，其中有 52 辆公交车为新能源车，开

通 21 条公交线路，日发班次 306 个。该项

目总投资约 3860万元，由江西长运吉安公

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新干分公司负责运

营，实行 1 元终点票价制，政府对该项目

进行亏损兜底补贴。

“接下来准备再购买 15 辆 30 座以上

的大型新能源客车，投放往返客流量相对

大的乡镇。同时，针对乡镇往返村庄、客

流量少的线路，采购几人座的面包车。”该

负责人说，实施大循环、中循环和小循环 3
种运营模式，构建“主干支微”城乡客运网

络，覆盖全县 134 个建制村、5 个景区、4 个

工业园，为居民出行提供极大便利。

以七琴镇为例，居民原来乘坐客运班

车往返县城要 16 元，现在往返只要 2 元。

“以前车票贵，8 元一次，现在既省钱，又方

便，遇到什么事，随时可以回家。”经常去

县城送货的七琴镇居民陈义兵说。

一元公交带来的便利还有很多，除了

可使用全国互联互通公交卡和零钱乘车

外，还能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吉安

公交服务手机软件或银行卡支付。

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后，以优质、低

价、安全、便捷的城乡公共交通服务，让人

民群众享受到了“家门口”的幸福，真正实

现了“行有所乘”“乘有所惠”。

“一元公交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这样

的民生实事办到我们心坎里去了。”对此，

当地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一元公交 让群众出行更便利
新干城乡公交一体化让百姓得实惠

李福孙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我知道骑车要戴头盔，但这个
共享头盔很脏，不敢戴啊。”这是 8
月 20日上午记者在南昌市西湖区
天佑路口看到西湖交警大队民警整
治骑电单车不戴头盔的不文明现象
时，一名骑着共享电单车的市民被交
警拦下后的抱怨。由于共享电单车的
特殊性，佩戴共享头盔让不少市民左
右为难。戴，有点脏；不戴，会被交警
查处。共享电单车配备的头盔卫生问
题，已经成为影响用户体验，影响南昌
文明交通秩序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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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电单车头盔上的污渍与小广告共享电单车头盔上的污渍与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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