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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讯 （谭程明） 2018年，昌江
区以项目为抓手，以服务促发展，不
断壮大经济实力，一季度财政收入完
成5.1亿元，比上年增长24.74％，顺利
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以来，昌江区财政局认真落

实依法治税要求，狠抓落实，严格征
管，确保了全区财政收入保持持续稳
定增长势头。不断推行收入精细化管
理，加强财政收入预测分析，强化收
入调度，提高了组织收入效率。各级
财税部门通力合作，坚持强化征管与

大力清缴欠税，做到应收尽收，确保
了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同时，区财政局积极策应全市发
展陶瓷、航空、汽车、旅游“3 十 1”
主导产业部署，以“鱼丽工业平台二
期”为载体，以宁封窑、巴宝利、瀚

唐等企业为龙头，加大300亩高新区
“园中园”和陶瓷文化创意园建设推进
力度，提速园区平台建设。一季度，
全区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同比增
幅均创佳绩，为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收
入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昌江讯 （江炜）4月
11日，昌江区城管局渣土
稽查队联合市城警支队三
大队与昌江城警大队，通
过“公安+城管”联勤联
动机制，查处一起违规倾
倒建筑垃圾行为。

4月9日夜间，有人
开一辆小货车在昌江区历
尧焦化路段倾倒建筑垃
圾，但没有抓到现行。随
后，在市城警支队三大队
与昌江城警大队的大力支
持下，通过调取视频监控
及现场走访，终于找到该
车车主林某。车主林某承
认倾倒建筑垃圾为自己所
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
为，并愿意将倾倒的建筑
垃圾清理干净。目前，昌
江城管局已按《景德镇市
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对
车主林某进行了处罚教
育。“公安+城管”联勤联
动机制，打破部门壁垒，
整合了多方力量，让市容
市貌得到明显改善、行政
资源得到集约利用，政府
满意、商户理解、百姓认
可，形成了“多赢”的可
喜局面。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保障工作
水平较大提升。

——质量和特种设备监管工作持
续推进。

——商事制度改革“放管服”工作
稳步落实。

——自助服务区建设和办证窗口
一站式服务走在全市前列。

今年以来，昌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
局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工作方式，
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得到广大市
民的点赞。

商事登记更加高效，让群众少跑
腿不跑腿

昌江区市监局坚持以人为本，全面
推进“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
证”等相关改革事宜，设立全市首家注
册登记自助服务区，实现市场准入“一
站式”服务。在“五证合一、一照一码”
改革基础上，又顺利完成全区“三十二
证合一”。截至目前，全区共登记商事
主体 18154 户，注册资金 101.8 亿元，其
中，个体16190户、企业1964户。

食品安全有效保障，让居民吃得放心

该局突出问题导向，加强日常监督
管理，先后组织开展了学校食品安全、
假冒调味品、日本核辐射地区食品、农
村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白酒、保健食
品、野生蘑菇中毒防控等专项整治工
作，出动执法人员800余人次，检查餐饮
店、农贸市场、超市等600余家，对不符
合食品安全要求的经营户提出整改意
见356条，限期改正143家次，下达监督
意见书96份，责令整改通知书143份，

立案查处7起，有效地规范了食品市场
经营行为。

通过“四小”备案工作，加强对食品
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的监
管，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引导“四小”监
管法制化、规范化。自条例实施以来，
共发放“四小”备案证471份。同时，认
真完成食品经营企业抽检任务。截至
目前，共对19家食品经营户抽检食品、
食用农产品240批次，1个不合格，已立
案查处。

药械安全严格监管，保障市民安心用药

该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强化药品
市场秩序整治，日常检查涉药涉械单位
97家，药厂检查覆盖率100%，药店检查
覆盖率80%，出动执法人员180余人次，
立案查处18起。组织开展各类药品医
疗器械专项整治、中药市场专项整治、
小药店和小诊所药品购销专项整治、避
孕套和体外诊断试剂专项整治、端午雄
黄专项整治、一次性注射剂和输液皮条
等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利用“会议
推销”“专家讲座”等形式向老年人推销
保健食品的行为，检查经营单位13家，
开展药品监督性抽验50批次。同时，加
强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监测工作，深入各药品经营、使用单位，
帮助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上报工
作，提高药品不良反应报表质量。截至
目前，全区共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
告150例。

消费维权不断强化，捍卫消费者权益

该局以 12315、12331、12365 消费者
投诉举报中心为枢纽，积极构建规范高

效的消费维权工作网络。截至目前，共
接待消费者来访咨询70人（次），受理消
费者投诉150余件，结案率94%，为消费
者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元，及时化
解了消费领域中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有
效地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围绕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消费热点、投
诉焦点和维权难点，重点开展了电动自
行车、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商品等专
项整治工作，加强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
监督，切实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该局先后开展了“3·15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
活动，社会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

执法办案实现跨越，用铁拳护平安

该局将执法办案作为落实监管职
责、树立监管权威、推动市场主体履行
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发挥“三局合一”
的组织优势，加大执法办案工作的督查
指导力度，加强基层执法人员综合能力
提升，全面应用信息化执法设备，推动

查处案件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截至
目前，累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30余件，
涉案金额40余万元，同比翻番。围绕“安
全生产大排查”、“钢瓶整治”等专项行
动，开展了电梯、气站、锅炉等专项执法
行动，督促企业落实特种设备使用安全
主体责任，共出动检查125人次，检查使
用单位37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39处，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29份，立案2起。

打击传销工作常抓不懈，力保和谐稳定

该局积极探索建立打、防、控、管长
效机制，与各乡镇及成员单位签订打击
传销工作目标责任书；以开展传销活动
专项整治为契机，与环保、教体、街道和
社区等部门联合开展整治，净化招聘领
域环境；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加强重点
地区、重点行业的监控。4月1日，联合
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吕西派出所与西
郊街道，成功取缔2处传销窝点，遣散
人员17人，解救2人，有力地震慑了不
法分子，维护一方稳定。

昌江讯（虞小青）4月11日上午，昌江消防大队深入辖
区高层建筑，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介绍下，详
细了解了高层建筑面积、消防配套设施等情况，重点检查
了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室外
消火栓组件是否齐全，水压是否达到规定要求，消防水泵
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控制室设置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
求、控制设备是否配备齐全并保持完好有效、值班人员是
否持证上岗和是否能熟练操作控制设备，防火巡查记录是
否及时填写、内容是否确切真实，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建立
健全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等
隐患，大队监督检查人员当场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令限期改正，并要求物业做好日常防火巡查工作，严格
执行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定各项消防安全保
卫措施，并抓好安全责任制的落实。通过检查，及时消除
了一批火灾隐患，切实提高了单位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下
一步，将继续保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高压态势，严控火灾
隐患不留死角，为辖区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昌江讯（徐浩岚）4月11日上午，昌江区城管局西郊中
队联合西郊街道一心桥社区，对紫薇花园内私自占用公用
绿地种菜情况进行了集中清理。

据了解，该小区内违规种菜现象较普遍，小区道路边
沿的泡沫箱、边坡甚至小区内的公共绿化带都成了业主种
菜的场所。一些居民选择在自家附近的空地上种菜，公共
绿化带被居民开辟为“菜园子”，使小区原本的草坪、花卉
被破坏，还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整治，共清理绿
化带种菜26处2000余平方米，同时，针对清理后的菜地，
由园林绿化部门及时补植绿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通过
联合整治，较好地改善了社区环境面貌，美化了广大居民
的生活环境，赢得了小区绝大部分居民的称赞和好评。

昌江讯（徐浩岚）4月9日，昌江区发生了一件暖心
的事。一位“马大哈”车主离开时，车钥匙忘了从电动车
上拔下，被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久等车主不来，为防
止车辆被盗，城管队员留下纸条，替车主保管好车辆，让
车主前来认领。

当日上午9时许，昌江城管西郊中队队员陈新华、
张超在瓷都大道昌明社区巡逻时，发现一辆电动车上钥
匙未取。见此情景，陈新华马上意识到肯定是车主粗心
大意，停车时忘记拔掉钥匙了。为车主财物安全着想，
陈新华让张超向周边商户询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车
主，自己守在车边。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未找到车

主。因执法工作需要，他们不能一直守在车边，但又担
心电动车遭人偷窃，于是，他们先将电动车锁好，并在车
头上面贴了一张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才离开。

大约过了3个小时，车主程先生终于打来了电话，
言语中显得十分着急。张超在电话里简单地向他解释
后，立即赶到现场。经核实无误后，张超把钥匙交到了
车主手中，转身准备离开。程先生一把将张超拉住说：

“我太大意了，忘拔钥匙，幸亏被你们发现，不然车子可
能会丢呢。”说着，要给钱酬谢。张超婉拒道：“我们的职
责就是美化城市，服务群众，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下次
可得多注意点了。”程先生连声道谢。

昌江讯（涂伟明）4月4日一大早，丽阳镇江联村数十
位村民便开始忙活起来，不放鞭炮、不烧纸钱，以鲜花表达
心中思念，用文明传承孝悌文化，安全扫墓、文明祭祀。

新时代当有新风尚，新乡村呼唤新气象，全面振兴的
新时代乡村需要安全、低碳、文明的祭扫方式。今年清明
节期间，丽阳镇江联村村民在村委会的大力倡导下，改变
了以往的祭扫方式，就地取材、低碳环保，以杜鹃花、油菜
花向逝去的亲人表达哀思，在当地传为美谈。

当天的集体祭祀活动简短而隆重，在村干部的带领
下，20多位村民，携老带幼，每人手持一朵鲜花，站立村口
的小溪旁，面朝青山绿水，集体三鞠躬，寄托哀思。顺着潺
潺的溪水，散落在水中的花瓣顺流而下，捎去对逝去亲人
无尽的思念和缅怀之情，意境深远。

近年来，昌江区大力开展“青山白化”治理工作，公路
两旁有碍观瞻的坟墓将进行迁移。江联村村民深明大义，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集体同意将坟墓迁移至深山之中。
2017年末，为了改善通往坟墓安置地的沿线道路环境，通
过项目建设资金，村里新修了一条宽约3.5米、长约1.2公
里的水泥马路，将于今年5月竣工。祭祀活动中，村民手
持鲜花，沿路而行，同样以集体三鞠躬和献花的方式寄托
对先人的纪念。据江联村委会书记、主任江资喜介绍，文
明祭祀重在宣传引导，江联村积极发挥好村两委的作用，
在村民中倡导绿色低碳祭祀。这次开展集体祭祀活动，就
是为了让祭祀变得更安全、更文明，让文明祭祀理念深入
民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人勤春早闹春耕。近日，
随着天气转暖，春耕时节临近，昌江区各村抢抓
农时，陆续拉开了春耕备耕的序幕。

4月4日上午，在丽阳镇江联村，伴随着机械
的轰鸣声，三辆农用拖拉机正在农田里平整耕
地，一派忙碌景象。

程训保是村里的种田大户，他驾驶一辆轮式
拖拉机正在农田耕地作业。“拖拉机售价5万，政
府补贴了1万，我只花了4万，”他笑着说，这车
好，力大、带劲，省时省力，春耕生产这辆拖拉机

“帮了大忙”！
程训保种了500多亩地，去年稻子收成60多

万斤，收入20万余元。当问到今年收入，他估摸
着“应该和去年差不多”，如果天帮忙，收成还能
更好，“最好是一年更比一年强啊！”

据了解，为做好今年春耕生产，昌江区采取
早动员、早部署、早供应等措施，合理备足了种
子、化肥、农药等物资，确保广大群众春耕备耕工
作顺利开展。 （涂伟明 摄）

昌江讯（血地办）4月10日，昌江区血地办在鲇鱼山镇
徐湾村召开全区2018年血防工作会议暨春季血防查螺工
作会议。区血地办、徐湾村委会、相关医疗机构、徐湾小学
等相关人员50余人参加培训。

会上，工作人员主要从血吸虫病相关防治以及如何查
螺两方面知识进行讲解，详细介绍了什么是血吸虫病，血
吸虫病的危害、传播方式以及预防等相关知识。通过展示
留存的钉螺实体标本，帮助参会人员认识钉螺的形态、习
性，学习查螺的具体方法、注意事项等。

会议结束后，区血地办工作人员立即开展行动。部分
人员深入徐湾小学及居民家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血吸虫
病防治知识宣传，并组织血检专业人员对村民及学生参与
血样采集，开展血吸虫病查治病工作。一部分工作人员深
入历史有螺环境，如沟渠、稻田、湿地和潮湿抛荒地进行查
螺工作，并做好查螺日志记录和照片拍摄，做到不漏查一
处螺情，严防“查漏”现象的发生，对可疑钉螺孳生环境进
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严防血吸虫病发生。

截至目前，昌江区共完成查螺面积约5.3万平方米，血
检300余人，发放血防宣传用品500余份，血吸虫病防治
知识宣传单及宣传册800余份，为2018年全区血防工作打
好基础。

昌江讯（刘静华）4月9日下午，昌江区吕蒙乡中心
学校在官庄小学举办了“创新课堂”小学英语教师说课
比赛活动。各参赛教师以小学英语课程标准为指导，通
过说教材、说教学目标、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学
情分析等环节，声情并茂地运用情境导入，创造丰富的
英语语境，层层递进。

参赛教师们仪态端庄大方，演说娓娓道来，课件优
美，说课内容完整，教材分析到位，教学目的明确，教
学过程设计合理，充分展示了各校的教研成果。

通过此次“创新课堂”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引导了
教师深入钻研教材，探讨教学方法，有效提升了教师的
专业素养、语言表达能力，并通过说课练兵活动，对正
在成长的年轻教师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昌江区财政收入实现首季“开门红”

春耕备耕忙

江联村清明集体祭祀
用文明传承孝悌文化

以“创新课堂”
实现课堂创新

粗心车主忘拔钥匙 城管队员暖心守护

昌江消防大队开展
高层建筑大检查

城管、社区联合整治
清理小区“私人菜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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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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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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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志愿者夜修路灯“点亮”民心

昌江区血防
监测工作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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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创改 革 创 新 天 地 宽新 天 地 宽
——昌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聚焦昌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聚焦

□□ 詹詹贝迪贝迪

昌江讯（刘家）4月12日晚，昌
江区新枫街道十八渡社区主任像
往常一样带领工作人员对辖区内
展开夜间巡逻，维护社区平安。

当工作人员巡逻到十八渡侧
弄时，发现73号陈美凤家的路灯
没亮。经过询问得知，由于近日天
气不好，大风大雨导致此处路灯故
障，给周围居民夜间出行造成了极
大不便。社区主任立即着手处
理。可是，大晚上去哪儿找电工师
傅呢？工作人员想起社区志愿者

付师傅会电工技术，大家便立即联
系付师傅。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付
师傅正在吃饭，了解情况后，他马
上放下碗筷赶来现场，进行路灯维
修。不一会儿，路灯重新亮了起
来，围观的居民笑逐颜开。

“事情虽小，但体现了社区志
愿者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展示出社
区干部时刻为群众着想的理念，这
样温暖的社区值得大家点赞！”付
师傅和社区干部的努力，获得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