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 友“ 健 健 康 康 ”：南 昌
县 餐 饮 服 务 、食 品 经 营 从 业
人 员 要 办 理《健 康 证》，须 在
县 疾 控 中 心 体 检 ，体 检 合 格
后 才 能 取 得 该 证 。 可 是 我 们
拿 到 该 证 后 ，发 现 该 证“ 体 检
日 期 ”一 栏 信 息 却 是 空 白 ，这
是 怎 么 回 事 ？ 这 种 证 件 有 效
吗？

南昌县卫计委回复：经核实，
在我县范围内从事餐饮服务、食
品经营的从业人员办理《健康
证》，可持本人身份证、一寸免冠

照片两张和入职证明到县疾控中
心免费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办理

《健康证》规定的各项内容，7天后
领取体检结果(体检表)，体检表由
检查人员签名，并在县疾控中心
存档。体检合格后，持证者可凭
健康合格体检表到南昌县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领取《健康证》。

《健康证》由该局印制并填写包括
体检时间等信息，所填写的体检
时间应与县疾控中心实际体检日
期相符。下一步我委将积极与该
局沟通，在办理《健康证》时应规
范填写体检日期。

“网上早就可以查询考试成
绩，但面试入围名单迟迟未公布。
可为何近期有相关教育机构能拿
到入围名单，并以电话的方式告知
考生？”近日，九江市几名群众反
映，他们近期参加了当地事业单位
统一招考，在入围名单公布之前，
考生的信息资料可能遭到泄漏，且
存在违规查询考生竞聘岗位等情
况。他们希望监管部门能介入调
查。

对此，九江市人社局人事管理
科相关负责人解释，该部门于6月
15 日公布了考生成绩。因 6 月 16
日至 18日为双休日和端午节连休
假期，为确保拟入围的 1000 多名
考生信息无误，根据招聘工作程
序，工作人员于6月19日对拟入围
的每名考生分数、名次等信息进行
认真反复核实后，再于6月20日在
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
布了拟入围考生名单。所以，此次
考试从公布笔试成绩到发布资格

审查公告的时间安排均符合人才
招聘相关规定，并不存在违规行
为。

有关考生信息资料是否存在
泄露的问题，该负责人明确表示，
根据相关工作规定，九江市人社局
仅掌握考生姓名、身份证号、报考
岗位、分数等个人信息，并无考生
的电话号码。在招考面试资格审
查程序前，该部门无法通过电话与
考生单独联系。如果相关教育培
训机构将考生电话号码等个人信
息资料泄漏或出售，将依法受到处
罚。当前该部门已向公安机关报
案，同时也希望知情者提供具体线
索，便于警方立案调查。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问题反馈

网友“老司机”：驾 车 途 经
南昌南等收费站时，常遇到高
速 交 警 封 闭 ETC 车 道 ，造 成
装 有 ETC 的 车 辆 无 法 快 速 通
行，且导致收费口路段大量车
辆拥堵，影响交通秩序。此举
是否合规？

江西高速交警一支队第四
大队回复：南昌南收费站系我
大队辖区，就“封闭 ETC 车道”
的疑问特做说明。首先，在法律

规定的特殊情况时，如恶劣天
气、查缉布控等，交警部门会在
收费站，其中就包括 ETC 车道，
实行交通管制，并非随意封闭
ETC 车道。

除此情况外，收费站各车道的
放开及封闭皆由各收费站自主管
理。此外，根据相关规定，江西高
速 ETC 车道限速 20km/h，在此提
醒广大的驾驶员，通行 ETC 车道
时应当按照规定车速行驶，确保安
全有序通行。

（本报记者 童梦宁整理）

《健康证》为何不填写体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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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招标

6 月 20 日，记者在虹关村发现，
秀拱桥下游 200 米处已竖有一块公路
桥建设项目公示牌，标注的建设工期
为去年 10 月 30 日至今年 7 月 29 日。
村民程龙向记者表示，“根据公示牌
的公示，公路桥建设项目下个月就可
竣工，而事实上至今都未动工，我们
很着急啊。”

婺源县交通局总工程师余晓东向

记者介绍，去年县交通部门已规划设计
在古桥下游 200 米处修建一座近 50 米
长、7 米宽的公路桥，并争取到 215 万
余元专项资金，且于去年 10 月份完成
了建桥项目招标。但浙源乡征地工作
一直未能落实，致使建设单位迟迟无
法开工。

余晓东表示，该项目资金能保障新
桥及引道建设需求，不用浙源乡筹集配
套资金，只要该乡能落实征地，施工队
伍就能进场开工。为此，他将与乡政府

进一步沟通，尽快落实征地工作。

征地卡了壳

浙源乡政府武装部长李洪锋坦言，
虹关村公路桥项目征地涉及长源、汪坑
和察关 3 个村组土地转换、资金补偿及
历史矛盾等问题，协调工作难度较大，
去年以来多次协调均没有结果，导致征
地未能及时落实。他解释，新桥主要是
解决长源、汪坑两个村组出行难题，而

征地范围却主要在察关村组境内，涉及
该村 10 余户村民 6 亩田地。察关村的
大部分村民是通情达理的，能支持公路
桥建设，但受村组之间存在的历史矛盾
影响，有几户村民始终不配合征地工
作，甚至提出高补偿，使征地工作不得
不搁浅。

据了解，公路桥征地面积最多的
一户为詹某家。他们表示，被征用的
7 分田是家中最肥沃的一块田，有些
舍不得，希望新桥建设能调整方案，
尽量少征用他们家的田地。李洪锋
表示，乡里将与交通部门进一步沟
通，在确保公路桥建设安全的前提
下，能否就方案做些微调，尽量少征
用田地。

尽全力推进
据了解，《江西省农村公路建设管

理办法》规定，若项目计划下达一年仍
未组织实施的，由省公路管理局责令限
期整改，并视情节轻重，核减、收回专项
补助资金，同时核减或停止下达下年度
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计划，并在全省范围
内予以通报。

浙源乡乡长张林华表示，如果征地
工作不能落实到位，导致项目资金收
回，公路桥建设“流产”，他将愧对百
姓。尽管征地工作有难度，但一定要想
办法解决。当前乡里已制订征地实施
方案，并成立工作组落实。6 月 22 日，
浙源乡政府工作组已正式进驻虹关村，
召开长源、汪坑、察关三个村小组协调
会，落实征地相关工作。

据了解，相关问题若得到解决，新
桥建设预计7月可开工，明年4月竣工。

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300余名村民出行难

竣工期限快到了 新桥还未动工
乡政府正协调解决征地问题，预计下月开建

贱卖也难

近年来，毛豆广受消费者青睐，口
感脆爽，不油腻，适合大众口味。尤其
在夏日的夜宵店，盐水毛豆更是一道必
点的好菜。

浒淹村种植毛豆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大规模种植毛豆是在10年前开始的，
今年该村毛豆面积有 240 亩。在当地，
一年当中可以种植两季，不过，大部分
农民只在上半年种植，下半年由于病虫
害原原因，价格不坚挺，种植毛豆的人
并不多。

往年，毛豆还算畅销，但今年，毛豆

价格持续走低，致使部分毛豆大量滞
销。“毛豆之乡”浒淹村就正好碰上了这
个风口浪尖。

“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没人来
收。有时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收购商，不
仅收购的量少，而且价格还很低。”菜农
程火强说，去年，每公斤最贵能卖到 3.6
元，最低的时候也有 2.5 元。今年不知
道怎么回事，每公斤1元也没人要。

不仅仅是程火强家，整个浒淹村，
还有200多亩毛豆无人问津。

价格突降

浒淹村毛豆一般销往浙江、上海等
地。往年一到采收季节，每天有很多加
长的大货车开到田间地头，一车车往外
运，这也是菜农一年当中重要的一项经
济收入。

“那场面很热闹，过磅，装运，还带
了一些季节性劳动力就业。”浒淹村委
会主任程广韦说，浒淹村种毛豆有10多
年了，每亩田能产毛豆500公斤，可是今
年价格突然低了。即使这么低的价格，
仍然无人问津。

据介绍，上个月，毛豆还卖到了每
公斤3元。但近期，再也看不到大货车
了，只有零星的小货车，批发商来自湖
北。最近一周，再也没有批发商进来
了。

菜农程国才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抛开田间管理所付出的辛苦劳动不

算，种植毛豆的各项成本每亩要 350
元，这其中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
现在每公斤 1 元的毛豆，光是雇人采
摘，每公斤就要人工费 0.7 元，按产量
每亩 500 公斤计算，农民种植一亩毛
豆，每亩还得亏 200 元。

即便这样，菜农们还是希望能卖出
一点是一点，毕竟多少还能降低一点损
失，总比全部耕进泥土里强。“马上要种
稻子了，如果毛豆还不采摘，只能回田
当肥料了。”菜农程赞崽说。

市场饱和

低于成本价出售都很难找到销路，
这是往年没有遇过的情况，也让浒淹村
的菜农措手不及。

记者了解到，毛豆目前处于大量
上市的季节，可销量和价格却一直处
于下滑的趋势。一个多月前，毛豆刚
上市时，价格曾达到过每公斤批发价
5 元，紧接着，收购价很快就跌到 3.5
元，然后是 2.5 元、2 元甚至 1 元，最后
无人问津。

“今年各地毛豆市场处于饱和状
态，卖不出去了。”通过电话，记者联系
上了湖北黄石的批发商廖先生。他告
诉记者，价格走低的原因是因为近几年
毛豆种植收入比较可观，导致今年各地
种植毛豆的人增多，恰巧今年又是丰
产，才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近段时间，各个菜市场里堆积了
大量毛豆，除了本地的，还有萍乡、湖南
等地的，外地的毛豆价格甚至更优惠。”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翠苑路农贸市场批
发商洪先生介绍。

业内人士说，出现滞销的原因就
是没有合理安排种植，现在的农产
品只有走优质高端路线才是发展之
路，低价倾销已经没有空间了。该
人士分析，这与菜农的信息不匹配
有关，对此他提醒，分散耕种可以降
低可能出现的风险，另外菜农还要
拓宽销售渠道。

乐平市浒淹村农民发愁——

毛豆种得好好的 咋就突然没人要了
业内人士提醒：应合理安排种植 拓宽销售渠道

“村里的古桥已成危桥，乡里和县
交通部门都承诺要建一座新桥。可过
了这么久，迟迟不见新桥动工。”近日，
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程龙、程启仁、詹
庆福等村民反映。而同样的情况，去年
3月份他们就反映过。

虹关村察关水口的秀拱桥多年前
已被列入危桥，而该桥是长源、汪坑2个
村组通向村外的唯一通道，因目前尚无
新桥替代，这两个村组300余名村民只
能靠危桥进出。去年3月，浙源乡政府
及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面对记者采访
时均明确表态，年内申报公路桥建设项
目，同时落实征地工作，尽快开工建新
桥。如今，事隔一年多，村民期盼的新
桥为何仍无着落？

秀拱桥已成危桥秀拱桥已成危桥。。 本报记者童梦宁摄

近日，赣州上犹县有村民反
映，安和乡陶朱村饮水工程出现质
量问题，管道裸露、水质浑浊、取水
口污秽不堪，施工不规范，偷工减
料等等，扶贫工程成了“闹心工
程”，村民“望水兴叹”。对此，乡政
府已专门成立调查组，针对问题逐
一整改。

据村民介绍，去年 11月，陶朱
村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通过验收并
投入使用。可至今村民仍旧没有
喝上“干净”的水。

村民向记者一一列举该饮水
工程的问题。首先，取水口未作密
闭净化处理，雨天时，黄泥浆倾泻
而入。其次，管道祼露，存安全隐
患。第三，蓄水池设计不合理，工
艺粗糙。蓄水池过少，饮用水净化
过滤不彻底。第四，饮水工程全程
路线6公里，实际实施不到3公里，
工程“缩水”，多报少建。第五，该
项目属无资质施工，工程粗制滥
造，偷工减料。多名村民提出质
疑，“不知道工程是如何通过的检
查验收？”

对此，安和乡党委书记谭建
华告诉记者，村民反映部分属
实。乡政府已专门成立调查组，
针对问题逐一整改。改善取水
口环境，同时再增加一个取水
口；将管线深埋，及时解决管线
裸露问题；饮用水净化过滤也会
整改到位。

另外，村民还提出质疑，该项
目属无资质施工，内定亲友包揽工
程。对此，安和乡的朱乡长告诉记
者，去年 6 月左右，安和乡政府采
取摇号招标的方式进行公开招
标。“在乡政府贴出招标公示，要求
符合水利工程资质的公司报名。7
天后摇号，最终上犹恒基路桥有限
公司中标，该公司具备水利三级资
质。”

据介绍，该司中标后不久便开
工建设，去年 11月，饮水工程投入
使用。因今年6月正值雨季，受天
气的影响，水质浑浊。什么时候村
民能喝上“放心水”呢？安和乡党
委书记谭建华称，目前，正在积极
整改，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农村饮水工程被指问题多
上犹县安和乡成立调查组逐一整改

中国江西网记者 万 思

中国江西网记者 李亚男

近日，南昌湾里区罗亭镇有村民反
映，义平村委会妇女主任吴腊英以租赁
的名义，将岭南等３个村小组数百亩农
田私卖给第三方。对此，吴腊英回应，
系“以租代征”，刚开始是租赁然后征
用。而罗亭镇政府回应，是征用了，由
于年代久远，很多资料难以查证。

村民：水田被卖了

据该村民介绍，2002年岭南、坪上、
岭口３个村小组近300亩的水田被先锋
国际软件园租用，期限为 30 年，租赁合
同村民们都已经签字。每亩补贴 3800
元，往后每年每亩补贴200斤稻谷，但为
了便于核算，按照当时的物价将稻谷改

成 100 元，之后又增加到每亩补贴 120
元。2015 年之后，这笔补贴就没有了，
多名村民咨询，得到的都是吴腊英“再
等等”的回应，问的人多了，便被她告知
是被卖掉，不再有补贴。

记者从村民提供的一份关于水田
租赁合同看出，2002年罗亭镇政府确实
与岭南等３个村小组签订了一份水田
租赁协议，合同中写明：“每亩每年租金
100元，每10年递增10%，延租期租金按
此顺推。甲方（先锋）在租赁土地范围
内，仅限于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休闲观
光农业等综合开发。”合同中并未提及
3800元的补贴。

该村民表示，村干部的任职变化不
大，从农田租赁开始至今仍是吴腊英负
责，事情到底如何她应该最清楚。

对此，吴腊英表示，2003年之前，近
300 亩的水田是租给第三方，2003 年开
始以“以租代征”的形式将农田给征用
了，也就是村民所说的’卖’掉了，且村
民对此是知情的，他们除了收到3800元
的征地款外，每年每亩还有 120 元的征
地补贴，补贴期限是 2003 年开始往后
30年。

镇政府：属于征用

到底是租还是征用？还是所谓的
以租代征？罗亭镇政府负责此事的邓
姓工作人员回应，经核实是征用的，不
是以租代征，没有用于非农业用地。投
诉人所提供的租赁合同是最初的一份，
后来重新拟定了一份征地协议，由于时
间较为久远，难以找到当时的征地合同

或是公告。随后他提供了一份征地补
偿发放花名册、记账凭证及2016年的征
用水田补助款发放表。

从罗亭镇政府提供补助款名单上
记者注意到，先锋国际软件园实际征用
３个村小组合计 228.77 亩的水田。征
地花名册上写了被征地人的姓名、面
积、应得的金额及领款人签名。但对以
上回应，投诉人却表示村里一直说的是
租赁，从未说是征用，每亩 3800 元的补
贴，是村民不同意那么便宜租给先锋软
件园，才给出的一个补偿标准。

罗亭镇政府村建办章主任对此
表示，这块地是村集体的而不是个
人的，签征地协议不一定要村民签
字，有代表签字即可，但应告知并与
村民协商。

村里近300亩水田被租赁还是被征用？
南昌罗亭镇：属于征用，已发放补偿款

地里的毛豆卖不掉地里的毛豆卖不掉。。

本报记者徐黎明摄

6月24日，在乐平市镇桥镇浒
淹村的毛豆田里，村民正在烈日下
把毛豆从枝叶上剥离。

去年最低3.6元/公斤的毛豆，
如今跌到了1元/公斤还没人要，这
让镇桥镇的菜农很是郁闷。“季节
不等人，马上就要种植一季稻了。
再卖不出去，只能犁进泥土里当肥
料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