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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开锁，随用随还，时下兴起的共享单
车，让人们着实体验到共享时代的便利——
不但实现了城市短距离出行的经济高效，
而且又绿色环保，因而备受欢迎，已然成为
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种种不文
明的尴尬现象不时在上演：将车私藏起来
者有之、破坏车锁者有之、毁损二维码者有
之……其目的，就是想独自享有。

共享，顾名思义是共同享有，目的在
于人人便利。只有车辆被最大化地使
用，共享模式才能够良性运转，每个人才
有长久使用的可能。现实中出现的“独
享”行为，短时间看似乎是自己拥有了更
多的使用权，最终却是得不偿失。如果
人人都去占有，哪里还有共享可言？共

享是互利互惠的共赢之举，任何人都不
可能“独享其成”。

毫无疑问，共享单车具有公共属性，
其所有权归属于运营企业，使用权属于
大众，任何人没有独霸的权利。如果把

“共享”变为“独享”，不仅侵犯了企业的
财产权，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出现上述种种尴尬现象，不仅折射
出一些人法律规则意识的淡薄，也是公
共道德缺失的表现，当然更与共享时代
格格不入。如果把公共资源“锁”为己
有，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买单的不仅仅是
运营企业，还有个人信誉，以及整个社会
的共享红利，害莫大焉。

要拥抱共享时代，就要去适应这个时
代。共同分享，不但是一种美德，更应该
是一种文明标准。共享时代需要共享精
神，共享精神需要道德文明来支撑。只有
全社会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文明
氛围，单车才是真的可以共享了。

留住美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共享时代需要共享精神
谢蓬勃

眼下正是黄菊收获的季节，记者在
修水县黄沙镇汤桥村碧水种植合作社
看到，社员们正在采摘黄菊，共产党员、
合作社理事长钟宇宝喜滋滋地说：“合
作社 200亩黄菊喜获丰收，每亩纯收入
5000元左右。”结合“基层党组织建设提
升年”活动要求，为提升基层党组织建
设项目化水平，汤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
退休老党员作用，由 6名退休老党员创
建碧水种植合作社，采取“党建+贫困
户”的运作模式，发展黄菊产业，取得明
显成效。

今年以来，修水县坚持以夯实基
础、突出重点和推进创新为主要任务，
致力于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化、制
度化和项目化整体水平，为该县实现绿
色崛起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规
范化水平

修水县征村乡薰衣村党支部围绕
村部标准化建设，开展硬件标准化、软
件规范化、服务人性化、活动常态化、结
构合理化、管理精细化建设，得到全体

党员干部的肯定。
该县坚持完善各领域党组织设置，

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化水平，要求
各基层党组织对开展党的组织生活进
行全程纪实。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
设，配齐配强各领域党务工作者队伍，
建立县财政保障党建工作经费制度。
在全县所有贫困村成立了脱贫攻坚党
小组，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带头作用。
上杭乡今年计划在棋盘村新扩茶园
1000亩，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有少数
村民因有顾虑存在抵触情绪，棋盘村脱
贫攻坚党小组组长姜木生组织召开党
小组会议，并逐家逐户上门做工作，只
用一个星期就将所有土地流转到位。
目前，基地正在进行划界、清山和茶苗
调运工作，预计今年底可以将茶苗全部
栽种完毕。

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制
度化水平

该县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开展“菜单”式轮训深化“学”，坚持
多措并举推动“做”，围绕“四个提升”筑

牢村级脱贫攻坚堡垒，提升基层组织制
度化水平。

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
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转化 36 个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抓能力素质、管理制度提
升，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开展村（居）干
部轮训，增强村（居）干部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本领。义宁镇良瑞社区是全县
第一个接受整体移民搬迁村民的社
区，为了确保所有移民户能够“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社区党总支通过
多方协调，今年 9月引进一个以鞋业加
工为主的扶贫车间，车间现有员工 30
余名，其中 50%以上为贫困人员。社区
41岁的居民丁新应高兴地说：“我们这
些从深山沟搬出来的人，既没有技术，
也没有门路，社区党组织为我们真心
考虑，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
如今我不仅每月能有 2000 余元的收
入，而且还能照顾家庭。”

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项
目化水平

强化“党建+”理念引领，打造党建

品牌，结合全县实际，以党建项目化为
抓手，做好“党建+”文章。该县将党建
工作与中心工作有机融合起来，重点推
进“党建+精准扶贫”“党建+村级党组
织带头人”“党建+传承红色基因”“党
建+生态旅游”“党建+产业发展”等党
建项目建设，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
设项目化水平。

杭口镇坪下村今年受“6·23”洪
灾影响，1200 亩的蔬菜基地全部被
淹，该村借助“党建+村级党组织带
头人”平台，将全村 33 名党员组成 8
支党员服务队，以最快的速度组织村
民进行重建，目前基地蔬菜长势良
好。菜农邱道德有 40 多亩菜地，洪
灾过后，他先后出售了两批次蔬菜，
收入 6 万元。他高兴地说：“在我们
遭遇困难的时候，是党组织向我们伸
出了援助之手。”修水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秦小雄说：“通过开展‘基层党组
织建设提升年’活动，夯实了党的基
层基础，规范了党的组织生活，提升
了党的工作水平，党组织活力和战斗
力明显增强。”

心中有理想 脚下有力量
——修水县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年”活动掠影

朱修林 邬 闯 本报记者 练 炼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2017年12月6日

▲注：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

价项目为SO2、NO2、PM10 、PM2.5、CO和O3。

▲注：评价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的21项、表2的5项、表3的33项，共计59项。

观音阁水厂和上饶水厂均为备用水源地，取水量为0吨。

城市
名称

南 昌
景德镇
萍 乡
九 江
新 余
鹰 潭
赣 州
吉 安
宜 春
抚 州
上 饶

优良天数
比例（％）

93.5
100
93.5
93.5
96.8
87.1
90.3
77.4
96.8
90.3
90.3

降水pH均值
（无量纲）

5.55
5.06
5.63
5.81
5.93
5.26
6.13
6.00
6.08
5.82
5.78

酸雨频率（％）

100
75.0
75.0
22.2
0

70.0
0

16.7
0

16.7
0

城市名称

南昌市

景德镇市

萍乡市

九江市

新余市

鹰潭市

赣州市

吉安市

水源地
监测点位
青云水厂
朝阳水厂

下正街水厂
长堎/牛行水厂

双港水厂
城北水厂

红角洲水厂
合计

洋湖水厂
第四水厂

黄泥头水厂
观音阁水厂

合计
五陂下水厂
麻山水厂
白源水厂

合计
河西水厂
河东水厂

合计
第三水厂
第四水厂

合计
江南水厂
南河水厂
黄金水厂
沙石水厂

合计
五岳观水厂
吉福水厂
河东水厂

合计

水源地
取水量（万吨）

1237.14
551.51
214.64
737.27
135.38
263.70
273.82
3413.46
125.00
120.00
75.00

0
320.00
30.00
120.00
110.00
260.00
292.00
362.00
654.00
315.00
162.00
477.00
192.45
69.23
212.46
182.36
464.05
99.00
159.00
71.00
329.00

评价结果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备注
设区市
名称

赣州市

抚州市

上饶市

上饶市

景德镇市

上饶市

宜春市

九江市

赣州市

河流名称

赣江(贡江)

赣江(章江)

抚河

信江

信江

饶河(昌江)
饶河(乐安河)
修河(东津水)
修河(渣津水)

东江（定南水老城河）

东江（定南水鹅公河）

东江(定南水)
东江(定南水新田河)

东江(寻乌水)

断面名称

蛇岭下

祠堂

瑞金新院

天桥渠

下员布

深湾电站

罗形坳

大余围下

礼木桥

龙潭

广昌水厂

七一水库

黄家桥

吊鱼

汪口

港口

渣津

石陂头

塘唇电站

镇岗桥

中学桥

团丰桥

水质
目标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Ⅲ类

Ⅱ类

Ⅱ类

Ⅱ-Ⅲ类

Ⅱ-Ⅲ类

Ⅱ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水质
类别

Ⅱ类

Ⅱ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Ⅱ类

Ⅰ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评价结果及主
要污染物

达标

达标

不达标（铅）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不达标（铅）

不达标（铅）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2017年10月江西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及降水状况

2017年11月“五河”源头
和东江源头保护区出水水质状况

2017年11月江西省设区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注：水质评价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
价指标21项，分别为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
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
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按照水质目标进行达
标评价。

城市名称

宜春市

抚州市

上饶市

水源地
监测点位

宜春自来水厂
槟榔水业

合计
南区水厂

荆公路水厂
抚北水厂
钟岭水厂

合计
上饶水厂
大坳水库

合计

水源地
取水量（万吨）

112.00
98.00
210.00
83.24
136.21
45.40
113.51
378.36

0
237.49
237.49

评价结果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备注

“打着竹板走上台，我们心里乐开
怀，学习宣传十九大，团结一心向未来，
对，团结一心向未来……”近日，上高县
蒙山镇抗头村湾溪自然村晏氏宗祠的
老祠堂里传出阵阵快板声和欢笑声，
300多位村民听得津津有味。

“树家风、传家训、守家规”是该镇
打造的特色“家文化”，为了让群众深入
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该镇将十九大精
神融入家文化，在家文化主要阵地农村
祠堂开设十九大精神阅报角，举办读报
阅报、有奖知识竞答等活动，通过放映
十九大相关影像片、在农家书屋增设十
九大学习资料等，将十九大精神进一步

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上高县组建了

一支由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组
成的“草根”宣讲队伍，将村里老祠堂改
作宣讲大课堂，百年老祠堂派上了新的
用场。据悉，全县已有30多个老祠堂像
晏氏祠堂一样成为“宣讲大课堂”。

此外，该县还积极创新宣讲方式，
采用“上高道情”“井陂剧团”“春晖剧
团”“翰堂剧团”等民间剧团精心创作编
排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文
艺节目，深入全县广大农村进行巡回演
唱，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遍全县每一个
角落。 （卢 婷 刘 威）

上高农村老祠堂成为宣讲大课堂

信州地税：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做到“强身健体”
信州区地税局把上饶市局第一巡

察组对该局开展的巡察工作，作为提升
干部队伍廉洁从税水平的重要契机。
思想上高度重视，召开动员大会，行动
上积极主动，设置专门的巡察办公室 2
个，安装专用电话 2 部，公布了举报邮
箱，确保了信访渠道的畅通，在一楼和八
楼设置了联系箱2个，方便巡察组收集反
映件。干部职工主动自觉接受监督，本
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实事求
是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讲纪

律、守规矩，不回避、不遮掩，坚决服从巡
察组的指示和安排，积极配合，保证与第
一巡察组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半个多月来，巡察组对该局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遵守“六项纪律”、狠纠“四风”等方
面认真进行了巡察，下一步，该局将按
照市局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的要求，认
真扎实整改，“祛病强体”，轻装上阵，努
力开创“二次创业”发展新局面。

（方红霞 徐理洪）

“有成百上千种疾病可在父母和胎
儿间传播，及早发现就能早期干预治
疗，婚检虽然不能排查出所有先天性疾
病，但可以为婚后优生优育和提高人口
素质把好第一道关！为此，我区今年已
开展免费婚检。”日前，在南昌市东湖区
行政服务中心刚领到结婚证的金鸣听完
办证处工作人员介绍后郑重地说：“婚检
一定要做，对自己也是对下一代负责。”
随后，他与妻子手牵手来到一墙之隔的
东湖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做婚
检。这是我省自 2009年开展试点的免
费婚检“破冰”前行的一个缩影。

2003年，我国实施新《婚姻登记条
例》，取消了“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办理
婚姻登记”的要求，婚检由强制改为自
愿。此后，我省婚检率一度急剧下降到
10%以下，有的县（市、区）的婚检率甚至
降为 0，这一变化在社会上引发了人们
对生育质量和婚姻稳定问题的担忧。
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伴随婚检率下降而来的是新生儿出生
缺陷发生率的上升。近年来，我省新生
儿 出 生 缺 陷 发 生 率 尽 管 稳 定 在
1.0%至 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婚
前检查作为实现优生优育的第一道关
口，理应“严防”。

据介绍，常见的遗传疾病高达3000
多种。而在我国，先天异常是造成新生
儿死亡的首要因素，在新生儿中，先天
性畸形可达2%。当前，我省100余万户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有 45%是因病致
贫，而这些因病致贫的贫困户中，有相
当一部分人是出生缺陷。如常见的氨
基酸代谢病——苯丙酮尿症（PKU），是
一种遗传性氨基酸代谢缺陷疾病，我省
每年新增近 60例。该病主要临床特征
为智力低下、精神神经症状、脑电图异
常等。如果能得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
疗，则前述临床表现可不发生。但该病
治疗时间长，得服药至 17岁，治疗费用
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给患儿家庭
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

在这一背景下，我省从 2009年起，
在 20个县（市、区）进行免费婚检试点，
其他县（市、区）也陆续开始跟进实施，
所需资金有的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
担，有的由县级财政单独承担。截至
2016 年底，全省 100 个县（市、区）已有
74个实施免费婚检。

但目前这个优惠政策的效果尚不
尽如人意。据统计，2016年全省婚检率
为 47.77%，与全国平均 60%的水平相差
12个百分点。事实上，我省各地在婚检

工作中，各类疾病均有检出。其中，东
湖区去年就检出了数例传染性肝炎，且
艾滋病、梅毒均有检出。赣州市是地中
海贫血（以下称为地贫）高发地，该病是
一种较罕见的先天性贫血疾病。目前
医学上还没有方法医治，重症地贫患者
常常在婴幼儿时期就不幸死亡，但此症
可有效预防。为此，赣州市在婚检中，
将地贫列入检查范围。近年来，该市累
计为 64362对夫妇进行筛查，基因检测
764对，产前诊断67人，诊断阳性并终止
妊娠24例。而相关统计显示，去年我省
通过婚检筛查出的各类疾病有近千例。
此外，我省在免费婚检中，对新婚妇女派
发叶酸，从源头上防治新生儿“神经管畸
形”病。如今，这个一度排全省出生缺陷
前5名的疾病已退出前10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方的婚
检和婚姻登记设置不在一起，群众要两
头跑，优生优育意识不强的人，嫌麻烦。
此外，一些新婚夫妇认为单位每年体检，
再做婚检是“多此一举”。有的人则担
心，婚检会暴露自己某些疾病，进而可能
失去对方。其实，只有通过婚检，才能及
时发现传染性肝炎、结核病、性传播性疾
病等异常情况和疾病，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维护自身及后代健康。东湖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姜雪琴表示，有
些疾病与婚育密切相关，不仅对自身及
配偶的健康产生影响，还可造成不孕不
育症，甚至导致新生儿出生缺陷。

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让更多的
婚育群众体会到政府推进免费婚检工作
背后的良苦用心？为此，省卫生计生委
多管齐下，通过公益广告、短信、举办讲
座、街头义诊等活动，宣传婚前保健服
务，使免费婚检家喻户晓。此外，我省还
把出生缺陷防治关键性指标纳入《江西
省妇幼安康工程》，作为对地市综合考核
的得分项。近年来，我省先后制订了《江
西省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实施办法》《关于
印发江西省免费婚前医学检查试点实施
意见的通知》《江西省新生儿疾病筛查实
施细则》等一系列技术规范，法制建设逐
步推进，制度规章不断完善。

婚检自愿，但不能放任不管。今年，
我省将“全省城乡已婚妇女免费婚检”纳
入省政府民生工程。与此同时，省委省
政府还要求民政、卫生计生部门要密切
配合，创造条件方便群众，做到婚姻登
记、检查场所二合一。进一步加强婚检
工作，做实内涵，提高婚检质量。今年1
至10月，全省婚检率已经超过50%，预计
今后婚检率还将持续上升。

江西免费婚检“破冰”前行
本报记者 张晓欣 钟端浪

杨慧芝当选年度法治人物
本报讯（记者杨静）12月4日晚，CCTV2017

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在北京落下帷幕，全国模
范人民调解员、吉安市新圩镇新圩社区居委会
主任兼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杨慧芝榜上有名。

有着小镇“金牌调解员”美誉的杨慧芝，二
十五年如一日，成功调处了上千起矛盾纠纷，
调解成功率达 99%，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间
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本报资溪讯（记者傅晓波 通讯员
徐新仁、余进）近日，资溪县高田乡许坊
村下湾小组普通党员邹竹清被村民们集
体点赞加分。点赞加分的原因是，为了
配合支持该村综合环境整治和秀美乡村
建设，邹竹清拆了自家建在村道旁的厕
所，还主动将自家一亩多养鱼种藕的鱼
塘填了，无偿给村里建休闲广场。有了
邹竹清的示范带动，村民们主动参与建
设秀美家园的意识增强了，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今年 5月份以来，为加强村级基层
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农村党员特别
是无职党员的先锋意识，激发党员比奉
献、争先进的内生动力，资溪县高田乡
创新举措，在许坊村对党员实行“积分
制”管理试点，对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履
行义务、服务群众和发挥作用等情况进
行分类量化考核及全程积分，党员积分
包含基础积分、民主评议积分、贡献加
分、处罚减分四大块，积极引导农村党
员参与到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秀美乡

村建设等工作中来，比才干、比贡献、比
实效，探索形成目标明确、操作规范、监
督到位的农村党员管理新机制。与此同
时，充分利用开展“三会一课”、党员固定
活动日等活动加强无职党员政治理论思
想教育，开展设置党员致富带富岗、党员
调解纠纷岗、党员技术服务岗、党员信息
服务岗、党员民主监督岗等为主要内容
的党员领跑活动，通过设岗定责，使无职
党员“无职有位、有位有为”。“过去农村
党员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尽管我们采
取各种措施，但效果一直不明显。现在
有了党员积分制管理，使党员的评价有
了实打实的依据”。高田乡党委书记王
曙亮如是说。“积分制”激活“一池春
水”。据了解，该村自启动党员积分制考
核以来，在家53名农村党员为村庄环境
卫生整治、秀美乡村建设义务投工投劳
420余人次，无偿出让河塘菜地 10.3亩，
结对帮扶贫困户28人，带动村民参与“两
违整治”主动拆除废旧猪圈牛栏 87处、
1800多平方米。

资溪许坊创新村级党组织建设

积分制考核激励农村党员为民争先

赣西监狱开展心理辅导
本报讯（通讯员郭太根）江西赣西监狱常年坚

持开展感恩教育。日前，对第十一期入监培训班
的59名新犯进行了入监适应团体心理辅导教育。

本次教育课的主题是：常怀感恩之心，常
为感恩而行。通过以感恩社会、感恩父母的情
感体验活动为切入点，帮助新犯洗涤灵魂、树
立正确的改造观。

本报南昌讯 （记者殷勇 通讯员邹
文斌、戴军）近日，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召
开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暨“同心
向党”区域化党建联席会上，一场具有创
新性的“圆桌会议”闪亮登场。来自驻区
省直机关、企业、社会组织等200多家单
位的党务工作者围桌而坐，面对面谈党
建、手牵手话发展，掀起了一场加强党建
工作的“头脑风暴”。

启动仪式上，理事会成员单位共同
通过了《青云谱区“同心向党”区域化党

建联席会议行动纲领》，青云谱区7个片
区结合自身实际现场推出了“红马甲”

“警民路商圈党建综合体”“365°空间”
“红树林”等重点党建项目。为让区域党
建永葆本色和活力，青云谱区探索建立
了“党建共抓、发展共商、资源共享、文明
共建”四大工作机制，形成区、片区、社区
三级上下联动，驻区单位、非公企业、社
会组织横向互动的区域化组织体系，逐
步走出了一条符合现代城区特点和规律
的城市基层党建新路子。

青云谱区构建区域化党建大格局

本报瑞昌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
丁爱荣、吴国峰）11月 3日以来，瑞昌市
开展“压事故、保畅通、除隐患、强宣教”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大力整治
交通违法行为。截至目前，该市已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405起。

为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道路畅通，
该市主动出击，严查“三超一疲劳”（超
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夜间交通秩序管

理，加大对酒驾、毒驾、长途客车夜间违
规运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围绕7座以上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
校车等重点车辆，检查使用期限、驾驶
员准驾资格等，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这些
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充分发挥农村
交通安全管理站、劝导站，以及交通安
全员和劝导员的作用，对面包车、低速
货车等进行严格管理，切实减少农村交
通事故。

瑞昌大力整治交通违法行为

近日，庐山风
景区芦林湖畔，汽
车穿行在如画的风
景中。初冬的庐
山，秋色尚未褪去，
漫山的红叶，将石
桥、亭台、阁楼装扮
得格外美丽，金黄
的落叶铺满路面，
多种色彩的交织，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
来欣赏游玩。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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