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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视点

近日，在赣县区客家文化城周

边、赣新大道等地，现场工人正在

抢抓晴好天气铺设排水管道。这

是赣县区正在加快推进的中心城

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建设现场。

过去，城市下水道建设普遍采

用的是雨水和污水合用一条排水管

道的形式，即合流制的排水系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意识的增

强，再加上水资源越来越珍贵，为能

够更好地利用水资源，雨水和污水

各用一条排水管道的排水方式应运

而生，这就是雨污分流。

据了解,雨污分流便于雨水收

集利用和集中管理排放，提高地表

水的使用效益；并能加快污水收集

率，提高污水处理率，避免污水对

河道、地下水造成污染，明显改善

城市水环境，提升城市的环境质

量、城市品位和管理水平，切实改

善广大市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

活质量。

赣县区中心城区为实现“雨

污分流、各行其道、污水处理”的

工作目标，启动了雨污分流改造项

目，范围涉及城南、城北，改造面

积约为 10平方千米。计划按片区

分五期建设，其中城南分 3 期、城

北分 2 期。本次启动的城南雨污

分流一期改造项目包含赣新大道、

梅林大街、茶山路、铝厂路、文昌

路、货场路、章贡路等市政道路及

客家风情街雨污分流排水改造，改

造管道总长约 5780 米，目前已完

成工程量的 30%以上，预计今年 11
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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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县区章贡路城南一期雨污分流改造

项目施工现场。

赣县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进展顺利
□陈日华 江化良 记者胡怀军 文/图

小区出口路面破损需修整、居民搭

建违章建筑需拆除、小区路灯坏了需更

换……这是社区治理中常见的小问题，

如何快速得知并处理，是社区党组织面

临的难题。在兴国县，依托“网格说事

点”，此类小事已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并

迅速处理。

去年以来，兴国县充分发挥社区党组

织引领作用，积极探索“网格说事”制度，

在居民小区建立“网格说事点”，组织辖区

内党员干部和结对共建单位深入社区与

居民说事，收集民情民意，召开居民议事

会，有效畅通居民说事、议事、办事渠道，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搭好平台，让“说事”有渠道

“今天共收集到 3个问题，金福花园

小区的进出口停车拥堵，宋屋安置区的垃

圾清运不及时，将军公园北门占道经营的

摊贩增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兴国

县将军园社区“网格说事点”工作人员在

整理汇总群众的意见建议。这是兴国县

实行“网格说事”的一个缩影。

为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方便社区

居民就近、快速地反映诉求，该县 11个社

区党组织在各居民小区共设置“网格说事

点”36个，通过设置说事意见箱，公布说事

热线电话、邮箱等，畅通群众说事渠道，随

时听取群众意见。

此外，该县各社区每周邀请辖区内的

“两代表一委员”、社区党员代表、居民代

表、小区居民楼楼长和单元户代表等到

“网格说事点”集中说事，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建议。同时，严格落实“社区吹哨、部门

报到”制度，挂点县领导定期到社区调研

指导，带头参加居民“说事”活动，示范引

领带动县直各部门各单位积极主动参与

“说事”活动，凝聚工作合力。

截至目前，该县共有 110个单位党组

织、500 余名党员到社区参与“说事”活

动。在兴国县城区，随处可见穿着红马

甲、戴着红袖章的“民情收集员”，他们深

入社区、走进群众，采取不同的方式，广泛

收集群众民意诉求。

明晰职责，让“说事”有回音

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

题、解决问题。针对“说事”中群众反映的

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关系到社区公共利益、

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该县按照“民事、民

议、民决”的原则，由各网格牵头召开协商

议事会，逐一讨论，提出解决办法和建

议。协商议事会由社区“两委”干部、“两

代表一委员”、党员代表、居民代表、有关

当事人等参加，并邀请挂点联系社区的县

领导、结对共建和驻社区单位、城市社区

党工委的相关负责人到会指导。

“我们将根据会议商讨情况，对通过

‘说事’确定的事项，明确牵头化解的责任

主体和办结时限。属网格可解决的问题，

由网格牵头化解；需要城市社区党工委、

结对共建单位和社区党组织协调解决的，

由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解决，

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兴国县城

市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针对每月“说事”办理情况，社区干部

及时向当事人反馈说事议事结果，并通过

“三务”公开栏将相关事项的办理措施、办

理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在

下次“说事”中通报办理情况和结果评议，

进一步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直到群众满

意为止。

自建立“网格说事点”以来，该县各社

区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及诉求 320余件，

已办结 305件，群众对“网格说事点”满意

率达 100%，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

大事不出社区”。

定期考核，让“说事”有保障

日前，兴国县金茂大厦小区有居民向

“网格说事点”反映小区地下室堆积的陈

年废弃物品一直无人清理。结对共建单

位——县政府办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联

系了国源环境兴国公司，并组织党员干部

将废弃物品进行了清理。

共建单位做法得到小区居民一致好

评，同时也为单位的“先锋储绩卡”累积了

“红色积分”。为提高“说事”办结效率，该

县对“说事”办理情况进行量化考核，社区

党组织为每个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和报

到党员建立“先锋储绩卡”，每办完一件

事、办好一件事，根据群众的满意度给予

一定的积分。并以向表现突出的结对共

建单位赠送锦旗，向表现优秀的报到党员

寄送感谢信等方式，营造比学赶超的“说

事”氛围。

在此基础上，社区党组织每年年底召

开评议会，结合全年社区“说事”开展、志愿

服务、党员干部积分等情况，对结对共建单

位党组织和党员到社区报到办理“说事”民

意诉求情况进行评议，并将评议情况反馈

到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和报到党员所属党

组织。结对共建单位将报到党员积分情况

作为年度考核、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通过建立“网格说事点”，架起了党群

“连心桥”，激活了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夯实了党在

城市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

连日来，会昌华燃燃气有限公司员工抢抓晴好天气在该

县周田镇铺设乡村天然气供应管道。会昌县利用省天然气管

网赣州南支线建设门站供气，规划至2025年，该县乡镇管道

天然气覆盖面达50%，乡镇居民燃气气化率在70%以上。

刘兆春 记者曹建林 摄

带有磁性的巴克球、

果冻一样的水晶泥、可以

发光的气球……这些近年

来兴起的“网红”儿童玩

具，很可能成为伤害儿童

的利器。据《光明日报》报

道，在刚刚过去的暑期里，

广东、湖北、新疆等地多名

儿童因误吞巴克球而导致

肠胃受到伤害，甚至需要

进行手术。

产 品 的 质 量 安 全 是

最基本的法律属性，《产

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法律均明确规

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

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

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

权利”，就此而言，很多劣

迹斑斑的“网红”儿童玩

具并不具备安全属性，也

并不具备在市场上生存的

资格。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中有风险监测评估制度，

鉴于儿童玩具监管的重要性，也有必要参

照食品安全监管建立相应的风险监测评

估制度。儿童玩具行业协会、消保组织等

部门或单位应该成立组织，积极开展儿童

玩具风险监测评估制度，通过收集分析投

诉举报、抽检、执法办案以及企业生产等

信息，找准儿童玩具市场中的质量安全问

题，藉此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发展完善相

关质量标准，强化监管措施。

对安全问题多发的儿童玩具，应该

依托风险监测评估结果区分两种主要

情况对症下药——对于尚有“药”可医

也即通过改良工艺、更换原材料、改变

游戏规则并完善标准、加强质量管理和

包装标签管理，能够有效排除安全隐患

的，就采取严格规范策略，符合规范要

求的，允许市场生存，并全面落实玩具

分级机制，监督经营者履行安全风险真

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制度。缺少质量安

全要件、达不到规范标准的，不允许生

产流通。对于产品本身存有无“药”可

医的“先天缺陷”，直接将其拉入黑名

单，列为市场违禁商品。

玩具风险监测评估责任单位应该

建立“儿童玩具”或“网红”玩具黑名单

制度，并对黑名单实施动态管理，根据

玩具安全风险的变化情况及时添加或

剔除黑名单信息，以确保黑名单的时效

性、准确性和全面性。有了黑名单，消

费者对问题玩具或者玩具的风险隐患

能够一目了然，心中有数。这也会倒逼

生产经营者增强自律意识，增强履行质

量安全第一责任的自觉。相关电商平

台、市场平台、监管部门也能依托黑名

单有的放矢地开展核查或检查，筑牢玩

具安全的防线。

本报讯 (罗秀兰 特约记者曾嵘峰)“现在用微信缴纳

养老保险很方便，随时随地就可以完成。”9月 7日，宁都县

黄石镇山梓村村民郭平平用手机一点，他今年的养老保险

金就缴纳完了，而以往缴纳养老保险都要往银行跑，既费

时，又费力。

据了解，宁都县立足缴费人需求，多角度优化服务，全

方位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体验，积极拓展新的缴费

渠道。去年开始，在保留原有银行线下划扣缴费渠道的基

础上，该县拓展了农业银行、农商银行、江西省税务局微信

公众号及“赣服通”、微信支付生活缴费频道等网上银行和

手机银行等网上缴费方式。

今年 1月起，宁都县又推出了微信二维码缴费。缴费

人只需在县、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了参保登

记，通过扫描社保微信二维码，即可缴纳城乡居民社会保

险费，也可为他人代缴，居民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在家

就能轻松缴费。据了解，目前在宁都每月线上缴纳养老保

险费近两万人次，缴费金额 6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钟清兰）近日，来自美国迈阿密的华人

余体荣，向本报发出寻亲求助。22年前，他抱养了一名女

孩，如今想帮养女找到亲生父母。

故事得从 22年前说起。1998年 3月，余体荣在从宁波

到杭州的火车上，认识了一小伙子，当时小伙子手中抱着

一个婴儿。由于多种原因，小伙子无法抚养孩子。在火车

上聊天的过程中，小伙子认为余体荣是个可靠的人，在杭

州下火车后，便将手中婴儿托付给了他。婴儿是个女孩，

取名为卉子，当时只有 16天大。余体荣将婴儿当成亲生女

儿看待，将其抚养长大。其间，余体荣一家移民至美国，女

孩也一同前往美国生活。

22年过去，当初的女婴已长大成人，目前在美国迈

阿密上大学。如今余体荣已经 70多岁了，近期将养女的

身世告诉了她，希望在身体还健康时，帮养女找到其亲

生父母。女孩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也想见一见自己的亲

生父母。

余体荣说，小伙子名叫廖连生，目前应 45 岁左右，

赣州瑞金人，女孩是 1998年 3月出生。他想借助赣州本

地媒体，为养女找到亲人。如果你认识廖连生或者有相

关线索，请拨打电话 0797-8333666，帮助女孩早日找到

亲人。

美籍父亲为养女跨国寻亲

紫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鱼“滋滋”作响，阵阵清

香扑鼻来。造型别致的阳明生态鱼庄大厅内，宾客满座，

游客一边吃鱼、不停拍照分享朋友圈。“上犹山清水秀，鱼

宴爽口美味！”

窗外，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古汤街上，霓虹灯下，

市民和游客蜂拥而来。近日，别具特色的“穿越天沐

夜 潮玩古汤街”活动在上犹天沐阳明温泉度假小镇拉

开帷幕。

街头，“后备厢集市”热闹开市，20多辆私家车整齐停

放，呈一字分两列排开，车主们轻启后备厢、陆续取出各色

商品，鲜花、美食、文创工艺品……秒变摊位，集市商品琳

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巷尾，孟婆汤、精致陶艺等 50多个夜市地摊接续呈

现，在绚丽灯饰的照耀下，小街璀璨梦幻，成为市民和游客

的“网红”打卡点。伴着乐声和夜色，一边逛着街景，一边

吃着小吃，别有一番风味。“这是夜市销售模式的新尝试，

希望能给游客和市民更多文化体验的选择。”上犹天沐阳

明温泉度假小镇总经理袁勇介绍说。

古汤街的新夜色
□特约记者黄传章

本报讯 （陈小进 黄鑫 记者刘燕

凤）日前，石城县公安局琴江派出所接

到一个从河南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

来自河南洛阳的张某激动地对民警表

示感谢。

时间回到 8月 23日，当天晚上 8时
许，琴江派出所值班室来了一名河南

籍妇女张某，请求值班民警给予帮

助。民警了解到，张某从河南远赴石

城的原因是为寻找其未成年的女儿张

某君。因各种原因与父母发生争执，

在多次沟通未果的情况下，张某君于 8

月 18 日从河南洛阳家中出走，并将其

家中亲属电话全部拉黑。张某君走失

后，张某一路追寻张某君的足迹，查询

到其最后的落脚点就在石城。

了解到事情经过后，民警迅速开展

搜寻工作，并第一时间将该情况通报至

石城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寻求帮助。在指

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下，民警在车站等地

查看监控，追寻张某君的轨迹，并在各岗

亭点周边对该张某君进行查找。当晚 11
时许，民警成功在该县宝福塔附近将张

某君找回。

张某君虽然已成功找回，但其一直

与母亲闹矛盾，拒绝返家。民警又对其

开展了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并建议双

方借此机会，参观石城景区，缓和关系。

经过民警的努力，张某母女于近日顺利

返家。张某返家后专程打来电话，对民

警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兴国县探索“网格说事”制度纪实

□陈鹏 谢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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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女孩离家出走 石城民警全力找回

宁都便民服务
微信缴纳养老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