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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供气推进使用智能计量表
本报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近

日，省住建厅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和国家“一网通办”指出的
群众办事堵点问题，进一步提高全省城镇供
水供气服务质量。

通知要求，着力提高城镇供水供气服务
质量，各地对供水供气服务的申报流程、材料
提供、办理时限等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
进一步完善服务承诺制和办理流程。充分利
用“互联网+”、微信、支付宝等平台，实现网
上报装、网上缴费等便民服务，努力实现“最
多跑一次”的目标。

加快推进城镇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和燃
气户外集中挂表，重点推进老旧住宅的“一户
一表”改造。对新建、改造住宅必须执行“一
户一表”，实行与建设项目主体“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验收”。积极推进燃气户外挂
表，新建住宅要积极推广预留集中挂表空间，
实现集中抄表，对具备条件的现在住宅，在进
行管道气供应改造时可采取户外集中持表的
方式实施。

此外，大力推进使用智能计量表具。对
新建居住小区要积极采用智能水表进行计
量。现有采用非智能水表计量的，要积极改
造使用智能水表。同时，各地城镇燃气主管
部门要推进智能气表的覆盖率。规范入户抄
表服务，供水供气企业要制定和完善入户抄
表规范，通过网站等渠道公开抄表人员信息。

残疾人“书香赣鄱·阅读有我”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6月26日，记者获

悉，根据中国残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
出版署的通知要求，省残联、省文化厅、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在全省开展残疾人“书香赣鄱·
阅读有我”活动。

主办方将组织开展主题演讲、读书征文、
知识竞赛等主题读书活动，大力推进“书香赣
鄱·阅读有我”活动进残疾人服务机构、特教
学校、残疾人家庭，使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深入残疾人；倡导和开展家庭
阅读、亲子阅读，鼓励特教学校开展阅读指导
等多种形式的校园阅读活动，着力培育残疾
少年儿童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利用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书柜等各类
阅读设施，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

结合今年全省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文化
馆（站）、公共图书馆等各级公益性文化单位
将定期组织适合残疾人参与的国情政策教
育、展览参观、艺术作品鉴赏讲座等活动。

《杜鹃花开的地方》吉安首演
本报吉安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范小勇）

6 月 26 日，获 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的吉安大型采茶歌舞剧《杜鹃花开的地方》
在吉安首演，预计 8 月开始在江西、湖南、湖
北三省巡演。

据介绍，《杜鹃花开的地方》讲述了井冈
山革命史中的小井红军医院的故事。故事中
的主人公——吉安“神医”段一贤因一次特殊
的出诊，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氛围感染着他，
改造着他，使他成为一名红军医生。

该歌舞剧将吉安采茶戏的声腔和现代音
乐元素完美结合，把传统采茶戏的表演程式
融入当代歌舞，为传统地方剧种在新时代下
的发展做出了探索和革新。

南昌县举办专场招聘会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 通讯员高林

福）日前，南昌县在昌南体育中心组织了一场
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54家企业展开了“抢人
大战”。

“没想到有这么多工作适合我，待遇都不
错。”该县八月湖街道居民丁正香因找不到工
作而发愁，一大早急急忙忙赶来。看到现场
的招聘情况后，她笑得很开心。丁正香的丈
夫、儿子均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生活仅
靠她一人做零工维持。“做零工的收入非常不
稳定。”丁正香告诉记者，她一直想找稳定的
工作。此次通过街办联络，她面试了几家企
业，对其中一家企业的保洁工作很感兴趣，

“1400 元一个月，比做零工好很多，而且就在
家门口，方便我照顾丈夫和儿子。”

招聘会当天，像丁正香一样达成就业意
向的有389人，现场签订聘用合同19人。

近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前往钢铁铸造、锻造、热
轧等相关企业实施监管，严防“地条钢”死灰
复燃。 通讯员 谌建华摄

6 月 26 日，乐平市接渡镇子安社区
古戏台广场彩旗飘扬，该村农民运动会
正在这里举行。

经过一天激烈角逐，产生了篮球、拔
河、夫妻互背、两人三足、乒乓球、羽毛球
6个比赛项目的冠、亚、季军，获胜代表队
喜领奖金，整个社区广场成为欢乐的
海洋。

子安社区有 800 多户近 4000 人口，
在该镇属较大的社区，地处城郊，其落实
行动在全镇有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为
此，该社区以村为单位在全镇率先举办
全民运动会。

据子安社区干部介绍，这场农民
运动会是该村第一次举办，也是第一
次大型全民参与的集体活动，来自全
社区各村组的男女老少都来观看比
赛，老百姓的积极性非常高。运动会
设篮球、拔河、夫妻互背等 6 个比赛
项目。

在比赛现场，9 个村组的 300 余名
运动员均身着统一的运动服装参加
比赛。

你瞧，在夫妻互背比赛中，妻子背着

丈夫来回往返，赛场上你追我赶，比赛激
烈；拔河比赛现场人头攒动，裁判的哨声
一响，拉拉队员们喊着整齐的口号，为各
自的队伍加油鼓劲……赛场内外加油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无论是选手还是观
众，大家都全心投入，尽情享受运动会带
来的激情与快乐。

当日乐平的接渡镇南畈、乐港镇观
峰、杨家、蒋湾等多个村组，都举行了类
似的运动会。

“加油，加油，加油……”
在乐港镇观峰村，农民趣味运动会

正在火热进行中，村民们的助威声此起
彼伏。该村所属各组均派出了代表队角
逐拔河、接力短跑等项目的角逐，这也是
该村举办的第二次成功举办农民趣味运
动会。村民蒋雪花说，农民举办这样的
运动会，既有趣又健身，希望年年举办
下去。

近年来，乐平市重视农民文化，已
经连续多年举办了农民文化艺术节。
在民间，农民自办运动会蔚然成风，
打 架 斗 殴 、赌 博 等 不 良 行 为 逐 渐
减少。

◀6月14日，无人机航拍国家农业部“美
丽乡村”试点村——上高县塔下乡田北村。

该村北依锦江，与县城隔江相望，2009
年开始整村拆旧建新，拆旧房312栋，建新
房386栋，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房。该村还配
套建设了党群服务中心、村史馆、党史教育
室、关爱儿童之家、老年活动中心、农家书
屋、篮球场、足球场。2017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315万元，人均纯收入17072元。近5
年，由村集体支付的村民医疗及养老保险、
70岁以上老人生活补贴、考取大学奖励等福
利达1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程 鹃摄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6月下旬，走进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

新增村，成片的莲田里满满都层层叠叠
的荷叶，荷叶间朵朵荷花尽情绽放，还有
蜻蜓振翅流连，好似一幅《荷花蜻蜓图》。

“半个月前，就开始采收莲蓬了，
每隔两三天就采收约 50 公斤。这几天
天气好，进入采收旺季，一天可采收莲
蓬 150 公斤，一个人忙不来，还请了两
个人帮忙采收。”27 日，在新建区象山
镇新增村太空莲种植基地，种植户胡
衍才高兴地说，现在他每天早上 4 点就
起床，采收到 7 点就装车运去售卖。由
于他家的太空莲品种好，每公斤莲蓬
可以卖到 16 元。

与胡衍才同样忙碌的还有象山镇垾
角村的熊运来。熊运来是象山镇第一批
引进太空莲品种的种植户，这几年，他家
的太空莲种植面积逐年增大。他还准备
在基地中铺上栈木，让游客体验采摘的
乐趣。

种植太空莲不仅让种植户增收，还
美化了乡村。每到仲夏时节，成片的莲
花竞相开放，成为村里最美的一道风景。

近日，南昌市民郭先生开车带家人
来到象山镇长征村村民万本相的太空莲
基地赏荷摘莲。“荷花开得太美了，既可
赏花，又可莲蓬，和家人度过了一个愉快
的假期。”郭先生高兴地说。

在长堎工业园区留田村前源村，上
百亩的太空莲集中在一起，每到周末，也
有不少游客前来赏荷花摘莲蓬。

在象山镇隆庆村港子口自然村，看
着长势喜人的莲蓬，种植户李菊英满脸
笑容。李菊英说，与本地莲蓬相比，白莲
莲蓬产量高，口味好，亩均收益近万元。

新建区是千年古邑，特色旅游业“花
团锦簇”，同时也为新建特色种植业“锦
上添花”。如今，荷园风光与村庄、远处
的山峦，构成了一幅幅山水画。

近年，为提升种植效益，新建区将水
田进行资源整合，在象山、铁河、昌邑、联
圩等乡镇打造了2000余亩太空莲种植基
地，以“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销售
优质莲子，亩均效益近万元。同时，还吸
纳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参与种植采
摘，助推当地的生态莲田以“绿”生“金”，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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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天莲叶无穷碧
赏荷摘莲好时节

■ 本报记者 蔡颖辉文/图

社区举办运动会
趣味十足乐翻天
■ 柴有江 本报记者 徐黎明

▲2004年拍摄的上高县塔下
乡田北村旧貌。（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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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召集保护区所在地资溪县
的各联保委成员单位，开展夏季专项
联合整治行动座谈会暨动员大会。

去年初，在江西省林业厅相关
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通过赣闽两地联防单位的共同
努力，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
合保护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马
头山及毗连地区森林资源联防联治
平台正式搭建。

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吴和平告诉记者，通过
赣闽两地联防合作，很好地维护了
森林资源安全，马头山保护区生态
环境更好了，野生动物数量增加了。

赣闽两地联防联治
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江西

省和福建省相关部门于去年 1 月成
立了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
保护委员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明确了工作职责，讨论并通过了《江
西马头山保护区联合保护委员会章
程》，联保委的日常工作正式开展。

去年 3 月 30 日，联保委成员单
位代表审议并签订了《江西马头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保护委员会
联合保护公约》。公约提出，坚持生
态优先，着力提高联保责任意识；坚
持巩固提升，着力健全联保工作机
制；坚持依法治林，着力强化森林资
源保护；坚持规范管护，着力加强自
然环境管理；坚持和谐共进，着力引
导社区绿色发展。

去年，通过走访各成员单位，收
集联合保护工作意见和建议 20 余
条，积极沟通资源保护与管理信息，
相互交流经验。

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联保委
采取多渠道措施防范，联防联治，在
保护区内严格禁止野外用火，禁止
游客带火种进山。加大防火监控建
设，做到人防、物防、技防。

人防、物防是指通过增加人力、
物力提高森林防火和野生动植物保
护效率，如增加巡护人员数量、增加
巡护次数、增加防火器材及扑火工
具。技防是指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进
行安全防范和监测，比如，马头山保
护区安装了 4 台森林防火视频监控
摄像头、林区公路抓拍监控系统、60
台红外相机等，建立智能巡护信息
系统等技术手段，监控野生动植物
情况，进行科研监测和保护森林资
源安全。据统计，去年 7月中旬至 9
月底，在卡口检查站发现违规携带
火种事件100余起。

据悉，自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成立以来，保护区内未发生森
林火警。

野生动物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为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2016

年至今，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江西师范大学合作，开展野生动
物多样性调查，完成7次红外相机监
测数据读取，第8次红外相机监测正
在进行中。

根据不同的生境、海拔等因素，
保护区内共安装红外相机 60 台，目
前已拍摄到野生动物 30 余种，其中
国家级保护动物有黑熊、鬣羚、猕
猴、白鹇、松雀鹰、蛇雕、凤头鹰等。

此外，各联保委成员单位还在
保护区内及周边毗邻地区开展以

“打击非法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为
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开展清
套、清夹、清网等巡山巡查行动，加

强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停歇地、繁殖
地的野外巡查保护力度。同时，加
强市场和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
生长地的监管，组织人员定期巡查，
责任到人。

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马头
山保护区管理局及各基层站点经常
组织协同资溪县森林公安局、马头
山林场等成员单位，深入保护区及
周边进行联合巡护。去年 9 月 29
日，在一次联合巡护中，工作人员查
获电鱼、捉石鸡事件，当场收缴摩托
车及电鱼工具。去年 11月 23日，巡
护时发现铁夹6个，并将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凤头鹰带回救治。

据了解，保护区内无重大野生
动物盗猎案件发生，野生动物种类
及数量明显增多。如今，野生动物
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人防+物防+技防 赣闽共护马头山
保护区内生态环境更好 野生动物数量增加

本报记者 邹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