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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如何处理，一直都是每年丰收季的大问题，近年来，柴桑区江洲镇党委、政府积极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大力推广玉米秸秆青饲项目，让废弃秸秆变有机饲料，全面推进江洲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促进生态环境、经济效益双提升。

据了解，江洲镇玉米秸秆青饲项目在该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九江江兴农产品贸易有限
公司引进。该项目日收割玉米秸秆约 800 亩，总计实现收割该镇青饲玉米秸秆总面积约 7000 亩，共
计 4900 吨，收割后的秸秆饲料主要销往南昌周边牛羊养殖场，预计为种植户实现增收 35 万元。

（赵晨露 摄）

柴桑区江洲镇柴桑区江洲镇
小秸秆小秸秆““洁洁””尽所用尽所用 促进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经济效益双提升经济效益双提升

德安县车桥镇
组织开展公民法律知识考试

德安讯（王晨）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推进普法工
作，近日，德安县车桥镇组织机关干部参加全省公民法
律知识考试。

此次考试以集中统一考试为主，考试内容囊括宪
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
典、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相关
法律知识。涉及法律内容丰富，既贴近公民生活，又涉
及中央法治建设内容，具有很强的普法教育作用。

通过此次法律知识考试，激发了机关干部学习法
律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普法氛围，真正达到“以考督
学、以考促学”目的，切实提高机关干部法治素养和依
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在工作生活中做到知法、守法、用
法，在法律框架内开展工作。

柴桑区讯（王财邦）冬至已过，暖阳下的柴桑区新塘
乡王家下洲新农村点一派田园风光。“以前我们村可不
是这样。村里旧房子多，路面灰尘也多，一刮风就尘土
飞扬，垃圾随意扔，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环境整治后，村
庄得到绿化，墙体得到美化，路面得到硬化，厕所得到净
化，家家户户铺设了下水管道，建好了污水处理设施。
现在走在村里，环境美了，村庄靓了，心情舒畅了。”对比
往日，村民感慨万千。

王家下洲的改变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也是柴桑
区新塘乡高标准打造精品新农村点的真实写照。

环境整治提升幸福指数，2019 年，王家下洲新农村
建设生态停车场 220 平方米，解决了村民停车这个老大
难问题；铺设吸水砖 2200 余平方米，建设花式围墙 150

米，编制生态围挡 80 米，文化宣传画 800 余平方米，新种
茶花树 60 棵、橘子树 30 棵、黄杨树 30 棵，铺设绿化草皮
550 平方米，清理陈年垃圾不计其数，村庄及其周边环
境改善明显，天还是那般蓝，但水更清了，绿化也更美
了，村民对美丽乡村生活愿景不断被满足，村庄面貌和
精神面貌变了样。

特色文化铸就村落之魂，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如何
把村庄的地势地貌和文化底蕴结合好是新农村建设的前
行方向，王家下洲有河、有林、有山，该乡通过积极探索，
在河上“下功夫”，整治河道，清出淤泥，沿河修建古城垛
200 米，打造特色渡口文化，重现往日盛景；在林里“做文
章”，新建复古气息的公厕一座、凉亭一处，修复古井一
座，并附上王氏名人简介，增强村民对家乡认同感和归属

感，留住浓浓乡愁；在山前“出实招”，走进村庄，极目望
去，文明墙绘浮现眼中，和小山融为一体，“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等巨幅墙绘让
越来越多的村民更多、更公平地享受 30 年沧桑巨变带来
的累累硕果，耳濡目染中，精神文明的种子播撒于乡村的
各个角落，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与日俱增，新
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将筑牢“乡村振兴”之魂。

建设生态宜居的新时代美丽农村是社会的殷切期
盼，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通
过扎实开展新农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塑造村落文化
底蕴，便是把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融入“十四五”发展
中，不断落实、落细、落好，农村将更美，农业将更强，农
民将更富，浓浓乡愁将引导更多游子们踏上回乡之路。

瑞昌市南阳乡
加强冬季防火意识
共筑平安和谐南阳

瑞昌讯（韩慧芸）近日天气连续晴好，草木干枯，正
是火灾易发、高发期，加上冬季的气温低，用火、用电量
增加，火灾发生的几率也随之增大。面对严峻的防火
形势，瑞昌市南阳乡党委政府高度警惕，进一步压实责
任，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冬季防火工作。

加强防火宣传引导。通过走访入户、流动喇叭、微
信群提醒等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冬季防火的注意事项
和相关要求，特别提醒群众严禁焚烧秸秆，安全使用取
暖器等产品，加强群众的消防防范意识，营造浓厚的防
火氛围。

充分发挥全员力量。各村支书为各区域防火第一
责任人，紧绷“责任弦”；护林员和村民小组长细化工作
任务，做好流动巡逻工作；林业站、敬老院、供电所等站
所要切实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提前防范化解风险。

严格制度管控力度。严格实行乡机关领导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组的网格化管理制度；严格落实火情报告
制度，对及时提供火情信息的群众给予奖励，确保做到

“早发现、早处理、早放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瑞昌市桂林街道
强宣传 细摸排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瑞昌讯（范辰羽）村（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
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面对国内外
疫情的严峻形势，为了在最短的时间掌握辖区返乡人员
情况，近日，瑞昌市桂林街道机关、村（社区）干部齐上阵，
不分昼夜，采取上门入户，电话访问、微信群信息接龙等
多种方式摸排信息，及时掌握疫情防控第一手资料。

排查过程中，各村（社区）努力克服人手少、任务重等
困难，起早贪黑、往返各个小区、村庄，努力做到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不留盲区，特别是重点关注境外回国、从中
高风险区域返乡人员群体。

与此同时，继续做好防疫宣传。充分利用电子显示
屏，每天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疫情防控视频；张贴《致全市
人民的一封信》、疫情防控指南、科普文图；以微信群、朋
友圈为载体，做到每日分享防疫科普知识、疫情防控视频，
引导居民群众做到非必要不出行、不返乡，非必要不聚集，
加强个人防护，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

瑞昌讯（邹逸）近日，瑞昌市高丰镇党委、政协联
络处、自然资源局等负责人一同前往高丰镇永丰村、
铺头村，就乌石街集镇改造、山药酒厂建设、农机服务
基地扩建进行了现场考察。

考察组一行来到乌石街集镇上，永丰村负责人
对集镇改造的工程进度作了详细介绍。看着施工
效果已经初显的街道，考察组指出，这次改造的目
的是要硬化、绿化这条乌石街，但是不能仅停留在
这个层次，更要亮化、美化这条街道，努力提升老百
姓的幸福感。考察组表示，这条乌石老街承载了高
丰人民多年的回忆，集镇的提升改造不仅仅是百姓
的事情，更是政府的事情，必须下狠功夫。建好的
同时更要管理维护好，改造工程完成后，还将探索

成立一支队伍专门负责乌石街集镇的管理与维护，
力争将乌石街集镇打造成为瑞昌市集镇发展的先
锋。

随后，考察组一行来到了山药酒厂建设现场，作
为高丰镇农业产业发展的重点，高丰镇山药产业近年
来发展迅速。2020 年建成的山药展示厅，为公众了
解高丰山药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平台，山药酒加工技
术的引进和配套厂房的建设更是成为打造山药产业
强镇的一大助力。在询问工程进度和交流建设难题
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围绕如何想办法解决困难这个核
心，集思广益，力求快速平稳地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考察组强调，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已规划好的土地，力
争把酒厂做大做强。

瑞昌市高丰镇
集镇提升见实效 产业振兴谋新篇

瑞昌讯（陈瑜）近日，瑞昌市范镇人大按照镇党委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部署，强化担
当，主动作为，助力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依
法有序开展。

当好政策“讲解员”。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
表参加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动员会，深入研究学
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换届选举
实施方案。

当好群众“宣传员”。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
表进村入组大力宣传省市关于村（社区）“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的相关政策和纪律要求，并通过党员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等提高群众组织换届“一肩挑”等政策
知晓率，确保选民正确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争取
选民的理解和支持。

当好流程“监督员”。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
表积极参与村（社区）“两委”换届准备工作，逐村参与
村（社区）“两委”考察测评，研判换届情况，摸排后备
干部，为全面开展换届营造和谐氛围。同时，全面加
强对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确
保阳光选举、依法换届。

瑞昌市范镇
人大助力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柴桑区新塘乡

打造宜居村落 推进乡村振兴

庐山市星子镇
学习贯彻市委一届十六次
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庐山市讯（于慧）1 月 11 日上午，庐山市星子镇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庐山市委一届十六次全体（扩大）会
议的主要精神内容，明确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会议要求，全体镇、村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庐山
市委一届十六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
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要围绕“2020 年
怎么看、2021 年工作怎么干”，认真分析总结过去一年
的工作，认真分析好星子镇当前的形势，谋划好 2021 年
及“十四五”星子镇的发展工作。

会议要求，星子镇要在庐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按照省委和市委的要求，真抓实干，认真贯彻实行
上级部署的任务；主动谋划星子镇的发展，科学分析当
前的形势，充分挖掘星子镇发展潜力，牢牢把握工作的
主动权，敢于作为；着力解决潜在问题，要提前对星子
镇的在建项目做出规划，向其他先进单位学习经验，要
提高思想意识，要冲劲足、行动快，高质量高标准地推
动星子镇各项工作。

柴桑区狮子街道
多措并举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柴桑区讯（曹伍妹）为了切实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提高村民自我防护意识，近日，柴桑区狮子街道积
极响应，并迅速行动，采取宣传车大喇叭流动宣传、电子
显示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张贴宣传海报等举措，全天候、
不间断、无死角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营造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宣传态势。

下一步，狮子街道将继续盯紧关键部位重点环节，抓
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相信通过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努
力，共同筑牢防疫屏障，战胜疫情。

武宁县新宁镇
志愿者帮助敬老院老人搬家

武宁讯（叶伊敏）“ 真好！老人们终于可以搬新家
啦。”1 月 12 日，在祝贺声和爆竹声中，24 位老人们告别
生活多年的严阳敬老院，整体搬迁入住位于武宁县新宁
镇夏柳村的敬老院。考虑到老人们行动不便，工作量较
大，新宁镇机关党支部组织 20 余名党员志愿者加入到帮
助敬老院的老人们搬家的行列。

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在老人和敬老院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把老人们大包小包的行李、居家物品从小货车上搬
到老人的卧室，还帮助整理床铺，打扫卫生。一旁的老人
们看着干得火热的志愿者们纷纷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敬
老院刘大爷说：“年纪大了，搬些重东西就不方便，这次我
们搬家，还要多感谢你们哟！”

据了解，武宁县新宁镇敬老院 2019 年 5 月开始建设，
项目总投资 570 余万元，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床位 80
张，2021 年 1 月份初验收完毕。按照生活家庭化、管理精
细化建设，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让每位老人

“住得舒心、住得放心”，感受不一样的温暖。
“我们会更加尽心尽力的服务好老人，让他们在生活

上方便、精神上愉悦，让他们过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的晚年生活。”新宁镇敬老院负责人说。

湖口县舜德乡
冬日慈善暖人心

湖口讯（余春泉）暖暖冬日阳，浓浓敬老情。1 月 12
日，洋溢在湖口县舜德乡光荣敬老院的欢声笑语，如同冬
日暖阳，让人心头和身上暖暖的。湖口漂亮妈妈母婴店
携仁和康健公司走进舜德乡光荣敬老院，将冬日温暖带
进老人的心田，为他们送去暖心慰问品。

江西仁和康健科技有限公司是仁和集团下属子公
司，主要经营保健食品、母婴产品等产品。发展不忘回报
社会，奉献爱心的脚步从未停止。12 日上午，仁和康健九
江地区经理王见涛一行，在湖口漂亮妈妈母婴店负责人
的陪同下，为舜德乡光荣敬老院送来 67 桶维营养蛋白质
粉、164 盒营养素，共计六万余元。活动中，他们向老人们
介绍营养产品的功效、食用方法，因老人耳背，王见涛一
一耐心解释。在舜德乡民政办、舜德乡光荣敬老院领导
的协助下，他们将爱心食品一一分发到每位老人的手中，
为老人们送去祝福和温暖。老人们手上提着沉甸甸的爱
心食品，笑得合不上嘴，纷纷向爱心人士致谢。

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生活在
养老机构的老人们，特别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关
爱。王见涛表示，公司会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特别是
尊老、爱老的公益活动，要将中华民族“爱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