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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变：不做面子工
程 解决群众关注的难题

“开始知道市纪委挂点我们街道后，我
们还做好准备带纪委领导去街道内条件比
较好的社区去看.”绳金塔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令他没想到的是，南昌市纪委书记吴伟
柱没有通知任何人，早就到绳金塔街道辖区
内到处转悠，进行暗访，边边角角都没有放
过，对街道辖区内社区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直言不讳地指出该街道的耶苏堂社区环境
最差，群众对环境改造意愿强烈，“美丽南
昌·幸福家园”的建设就要从这种最困难的
地方开始。

违章搭建众多，巷道狭窄，消防车进不
来，治安问题频发；下水管道年久失修堵塞
严重，年年修修补补难以治本。这么多年堆
积下来的难题能在这次改造中统统得到解
决？市纪委领导充分调研后，对社区改造提
出了新思路：“先易后难”“治本为先”，挑战
辖区内“脏乱差”，解决老百姓最关切的城市
管理问题。对能够即行即改的要立即整治，

落实到位。要做计划，分批实施。合理设定
每个阶段整治攻坚计划，通过积少成多，在
年底前实现街道整体环境大改善。

思想的改变带来了工作的变化。“先易
后难，分批实施。”通过一个个小的即行即改
的整治，街道和社区慢慢发生变化。市纪委
挂点街道做好战斗员，指挥员和监督员，对
于发现的问题和居民关注的城市管理难点
问题，有困难市纪委协调解决，同时市纪委
也会监督工作成效。

针对居民提出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市
纪委立即与区主要领导沟通，落实了街区改
造资金 500 万元，由区城建局负责街区整体
设计改造。协调区房管局将街区 23 栋危旧
房 128 户纳入 2017 年进贤仓棚改征迁范
围。针对街区改造设计，提出“不搞锦上添
花、只做雪中送炭”，不搞形象面子工程，房
屋外墙只粉刷一楼半，工程主要资金投入到
群众最关心、最急切要解决的地下管网改
造。同时，督促区执法局和街道共同拆除小
街巷违章搭建90余处。

环境之变：不再担心安
全隐患 民心顺了工作更好开展

改造前的耶苏堂社区老旧房屋密集，部
分宿舍有围墙既堵塞了消防通道，又造成夜
间视野有限，时常发生抢盗治安事件，社区
居住人员有70多辆汽车和电动车乱停乱放，
如发生突发事件，居民无法及时疏散。

家住前进路322号的居民余达凤说：“以
前几个院子被围墙围住，巷子狭窄，万一发生
什么事，跑都跑不了。”前进路324号的居民夏
招蝉也表示，小巷到了晚上很暗，治安状况
差，时不时发生治安案件，人心惶惶。慧园街
4号的居民吴小毛说，清明、冬至时，还有居民
在围墙下烧纸，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一年的时间，耶苏堂社区发生了大变
化。通过棚改征迁危旧房23栋约5148.90平
方米，改善了128户居民居住条件，同时大力
开展拆违工作，拆除500米围墙、93处违章搭
建打通消防通道，并对28栋房屋下水道管网
进行改造，硬化街巷道路约 2.3 公里。在市
纪委、市园林局、市人防办和市科协帮扶下，
新建公正园、廉心文体活动室、市民休闲小

游园等一批市民活动场所。通过新建一个
1000 平方米的市民停车场和 25 处非机动车
免费停放点，使社区车辆停放井然有序，社
区面貌明显改观，社区居民在休闲广场怡然
自得，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环境变化带来群众的心情舒畅了，对街
道和社区连连点赞，还有群众自发给市纪委
主要领导画素描像。

“环境变美了，道路宽敞了，现在都不好
意思乱丢垃圾了！”家住前进路332号的居民
曾根秀说，现在广场这么宽敞明亮，平常歇
脚、锻炼、搞活动都有了去处，大家也自觉维
护小区环境。

“以前老人没地方坐，小孩没地方玩。”
象山南路 7 号的居民熊保根说，现在小区里
拆除违章建设建起了休闲小广场，和家人、
邻居在休闲广场一起打打羽毛球，散散步，
心情都变好了。

社区主任文燕说，居民曾经经常到社区
反映化粪池堵塞、路灯不亮、楼道环境差等
问题，现在改造地下管网、安装新的路灯、彻
底美化楼道环境，为居民办了实事，群众心

情好了，社区工作也更好做了。

初心不变：不变的是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美丽南昌·幸福家园”环境综合整治实

施以来，市纪委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坚持每
月到联系点绳金塔街道明察暗访，进行具体
指导，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共筹集 550 万元资
金用于社区环境改造；市、区纪委共派出约
500 人次到社区进行义务劳动，帮助街道清
理卫生死角 350余处，发现问题 167处，全部
督察整改到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纪检监察工
作的基础，纪检监察工作离不开群众的关
心、理解与支持。因此，必须牢记宗旨、心系
群众、服务人民，要坚持以公仆之心对待人

民群众。在“美丽南昌·幸福家园”的建设过

程中，纪检监察干部把群众拥护不拥护、满
意不满意作为价值取向和衡量尺度，把群众
的事情当成自己事情办，解老百姓所难，急
老百姓所急，建一个美丽的家园，扬一番求
真务实的朴情怀。 （叶 恺）

清风飒然至 人心自向春
南昌市纪委挂点西湖区绳金塔街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纪实

今年4月，南昌市纪委收到一个
普通又温馨的快递件，里面是由绳
金塔街道居民寄来的一幅素描画：
黑瓦白墙、美丽的休闲广场……两
行小诗在画一角：纸笔难绘渐变家
园，黑白尽述朴素情怀。原来这是
南昌市纪委挂点西湖区绳金塔街道
给居民环境带来巨大改变后，居民
难掩对南昌市纪委的感激之情，大
家共同想出来的主意，把这个浸润
着市纪委心血的美丽家园绘在纸
上，把老百姓的高兴和感激之情浓
缩成这两句话，用朴素的方式感谢
市纪委的同志们。

南昌市绳金塔街道位于南昌市
中心地带，辖区居民 1.3 万户，常住
人口 3.4 万人。这个位于市中心繁
华地段的街道，在小街巷中却有很
多老旧房屋，由于年久失修，下水道
堵塞污水横溢、房屋外墙和围墙破
损严重，街巷路面坑坑洼洼，巷道狭
窄，群众无休闲娱乐空间。2017年，
该街道在“美丽南昌·幸福家园”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中由南昌市纪委挂
点，短短一年，街道和社区干部的精
气神不断得到提振，社区环境也发
生巨变，成为了一个“住得改善，娱
得其所、行得畅通、停得方便”的花
园文化社区。

街区改造前街区改造前

街区改造后

街区改造前街区改造前

街区改造后街区改造后

街区改造后街区改造后

街区改造前街区改造前

市市、、区相关领导听取耶苏堂街区群众意见区相关领导听取耶苏堂街区群众意见

本报乐安讯 （通讯员黄煜）5 月
31 日，乐安县流坑古村护湖队员在龙
湖上打捞水面漂浮杂物，保持水面清
洁，并对水体生态系统进行检测，保持
龙湖水生态系统的稳定。

自明代中叶流坑古村龙湖开挖建成到
现在的400多年，龙湖一直是流坑的污水

“处理池”。近年来，由于游客人数增多、
塘泥沉淀，使得龙湖自理净化能力下降。

为了让龙湖重现昔日“半亩方塘一
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景象，该县投
资 489 万元启动龙湖水生态修复工
程。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食藻虫引导
水生态系统构建技术”，在湖内构建水
下沉水植物群落，逐步恢复水下生态，
从而实现龙湖水体生态净化，全面改善
水质及景观效果。项目完成后，龙湖水
质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 III类标准。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章晋辉、
吴刚）“真没有想到，家乡变化这么
大 ，我 都 快 认 不 出 来 了 。”5 月 31
日，在外务工的村民刘学斌驾车回
到抚州市临川区河埠乡油顿村，被
眼前美丽的景色所吸引。去年以
来，临川区投入 2 亿元，为 200 个村

“整容”。
为美化农村环境，进一步推动乡

村旅游，该区全面启动农村村庄“穿
衣戴帽”工程。结合村庄大小、农村
房屋密度，科学设计民宅颜色为蓝
底、白腰、红顶与红底、白腰、红顶两
种格调样板，分步推进农村房屋改造
搭配建设。建设项目融合村庄治污、
治脏、治乱和村内房屋美化、道路亮
化、房前屋后绿化、路面硬化，改善提
升人居环境。

“穿衣戴帽”展新姿

临川2亿元为村庄“整容”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今年以来，上犹
县创新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模式，通过县级医院医生
进万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措施，将优质医疗资
源配置到一线，让全民共享“健康红利”。

县级医院下乡 优质医疗上门

“好点了吗？能干些家务了吗？”5月22日，在社
溪镇六村村民刘先生家里，上犹县人民医院的接诊医
师叶贞发一边询问病情，一边从随身携带的医药箱里
取出听诊器、血压计等仪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在家就能享受县级医疗服务，真是太好了。”
在旁的刘先生母亲说，她儿子患精神分裂症十多年
了，最麻烦的就是带他去县城医院做检查。

六村村是一个偏僻小山村，村民若非患有较重的
病，一般不会去县城医院治疗。为了让健康扶贫真正
解决老百姓的疾苦，今年4月，上犹县拉开“健康扶贫
县级医院医生进万家”活动序幕，要求每名县级医院
医生走访10户以上贫困患者家庭，提供贴心服务。

活动中，上犹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县妇保院等医院的医生成立义诊队伍，
加入当地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贫困患者家
中，通过开展义诊、发放宣传资料、跟踪签约服务等
形式，让贫困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县级医疗服务。

家庭医生敲门 健康服务到家

5月22日一大早，身穿红色马甲的社溪镇中心
卫生院医生田冬英就提着医药箱，与乡村医生钟定
胜驱车来到该镇六村村，家住村头的练女士正在家
门口等着他们的到来。

看病不用排队，还能享受“到家”的上门服务。
像练女士一样，目前上犹县已有 2万多户家庭签约
了家庭医生。在推进健康扶贫过程中，为让困难群
众享受到安全、方便、经济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上犹县在大力实施健康扶贫“四道
医疗保障线”的基础上，以家庭医生为核心，以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为支撑，通过签约的方式，实施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采取团队服务形式，由家
庭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医生组成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同时县级医院选派医生参加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
业务指导。

确诊关口前移 医疗服务提升

3 月 30 日，大山深处的水岩乡卫生院，人头攒
动、秩序井然，前来确诊门诊特殊慢性病的百姓排
队候诊。

“收缩压200、舒张压120，大娘您血压偏高。”现
场详细检查后，上犹县卫生计生委组织的专家组现场帮这名大娘办理了门诊特
殊慢性病审批手续，并针对病情给出了诊疗意见。这名大娘名叫钟春莲，是多年
的高血压患者，患有晕眩等症状。纳入慢性病管理后，68岁的钟春莲感激不已。

为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实现全县重大疾病、门诊特殊慢性病贫困患
者应治尽治目标，切实减轻贫困人口就医负担，上犹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县人
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保院等县级医院临床业务骨干医师组成 2 个专家组，
分赴全县 14 个乡镇，对疑似重大疾病或门诊特殊慢性病患者进行现场确诊、
办理免费（专项）救治审批和门诊特殊慢性病认定审批手续，减少建档立卡
贫困户办理慢性病证跑腿的次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对失能患者等
特殊人群，还通过“健康扶贫县级医院医生进万家”活动进行上门确诊，办理
救治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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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更衣”现美景

乐安489万元给龙湖“洗澡”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
近年来，南昌县委统战部以“同心”
思想为指导，全力当好“四员”，助力
县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南昌县委
统战部及时召开了党外人士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制定出台
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十个一”系列活动实施方案》，举办
了全县统战系统人士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培训班和知识竞赛，当好党的
政策的“宣传员”。同时，开展“党委
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

实”活动，引导党外人士围绕文明创
建、产业升级、精准扶贫等中心工作
展开调研，当好县域经济发展的“参
谋员”；联合纪检部门出台了《关于组
建党外监督员队伍（特邀监察员）开
展党风政风民主监督的工作方案》，
组织了一支由 10 人组成的党外监
督员队伍，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监
督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沟
通、协助、指导，帮助民主党派、知联
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当
好“组织员”。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南昌县委统战部当好“四员”

本报高安讯 （通讯员刘俊卿）
5 月以来，高安市龙潭镇按照“统筹
规划、依法自愿、合理补偿”的原则，
积极稳妥开展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顺利推进宅基地改革试点工
作，该镇组织工作组进村入户，并注
重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鼓励
他们带头退出多余宅基地。村干部
金艾生率先响应，带头退出自家 180

多平方米的老旧房屋，并说服亲友退
出空闲宅基地。

该镇还坚持群众的事情群众办，
从党员、乡贤、村民代表中选优配强
村民理事会，发挥理事会参与宅基地
管理试点工作核心作用。在充分征
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该镇对试点村
进行规划编制，把农村宅基地试点工
作同秀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使沉睡
的土地焕发出新活力。

龙潭镇稳妥推进宅基地改革

6月 1日，赣州市迎宾大道及文明大道快速路二标段高架桥施工现场，
两台履带起重机精准地将首片预制小箱梁放入孔位。据悉，该标段西起赣
州西高速收费站，东至杨梅渡大桥西岸，全长6.52公里，是赣州市“四横六纵
一环”快速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目前，工程全面进入高架桥上部结构
施工冲刺阶段，确保今年年底顺利通车。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