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洋村如今宽阔的河道，清澈的水
流，再也见不到密密麻麻的麻竹了。说
起柏洋河村民无不感激蓝书记，以前的
柏洋河因两边长满麻竹杂草导致宽敞
的河道只剩下不足 5米，每次遇大雨来
袭，河水就会暴涨，淹没部分沿河路，甚
至流入部分低洼房屋，为学生们上下课
和村民的出行埋下安全隐患。蓝会良
立即召开村干部会议及村民大会，筹结
扶贫资金、动员乡贤村民捐款，投入共
200万元并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带领村民
对柏洋河里的麻竹进行清理，共清除了
3公里长的麻竹达4000吨，河道扩宽至
18米宽。河道疏通后三次特大洪峰已

经再不影响村民的出行。随后，还投资
1500万打造了 3800平方柏洋广场、河
提路，和柏洋村休闲娱乐设施。紧紧抓
住国家正在大力建设四好农村公路的
东风，大力完善柏洋村的道路，在村两
委的带领下，200多户村民献出土地打
造长 3公里、宽 7米的路面硬底化河堤
公路，真正的修出一条发展之路。

为进一步创建美丽乡村，蓝会良紧紧
围绕镇党委、政府部署，把三清三拆作为
切入点，通过召开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
会议，大力宣传三清三拆政策，让群众能
理解政策、拥护政策。从2018年开始，他
采取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的方式，集中人

力，开展多次拆清工作。据统计，共拆猪
舍、老屋、牛栏等2.5万平方，目前大部分
拆清对象基本完成。为维护柏洋村三清
三拆成效。蓝会良建立了人居环境长效
机制，聘请保洁员 7名和一名垃圾运输
员，负责各片日常保洁清运工作，同时也
组织党员、妇联，不定期对卫生死角进行
清理。建立考核机制，村干部不定期进行
卫生巡查，并创建卫生曝光群，对乱堆、乱
放、乱扔、乱画、乱搭、乱建进行警示，对3
次警示后仍不整改的行为在村卫生微信
群进行曝光。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柏洋村
人居环境建从以前的“脏乱差”到现在的
干净整洁，实现了质的飞跃。

清除麻竹 着力卫生整治

蓝会良说，要了解群众的心声，就
必须到群众中去。自上任以来，他不仅
把人大代表职务看作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种责任，认真履行职责，当一位名副
其实的好代表。蓝会良经常深入群众，
和群众深入交谈，了解群众所需所想将
收集到的民情、民声、民意，上传下达，

为群众做实事。他认为路通才能财通，
路通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紧抓国
家政策，抓住机遇，结合村道路狭小、遇
上节日车流量增加时就会造成交通拥
堵的现象，在各方支持下大力完善柏洋
村的交通道路，也在县人大会议中提出
改造潭下至周江的省道。

作为人大代表的蓝会良表示将继
续维护改善人居环境，发展农民致富
路，坚决贯彻好县委“126”专项整治行
动，大力发展产业，计划种植积极高效
的尖东茶，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努力创
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柏洋。

做好人大代表 发挥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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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年，是我县争获创建全
国县级文明城市的冲刺年、验收年。县市
场监管局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把创文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实抓细。
通过抓思想重视凝聚合力、瞄准问题补齐
短板、健全机制巩固成果，全力以赴促创文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该局领导班子带领责任股室，深入农贸
市场、商场超市、食品药品等经营单位进行
创文督查，督查内容细化到市场环境卫生状
况、活禽经营“1110”制度落实情况、创文宣
传、疫情防控、“公筷公勺”落实情况等一系
列具体内容，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工作。该
局创文办对责任股室和县城三所的创文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并
要求立即整改。

该局强化创文宣传活动，营造全民创
文的氛围。一是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通过进社区悬挂宣传标语、设立咨询
台，进市场开展食用农产品“你点我检”活
动，进企业、进农村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
训等形式，向群众和食品安全从业人员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食品安全和疫情防
控等知识，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和从业
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增强食品企业自律意

识和守法诚信经营意识。活动共发放宣
传资料 18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90
多人次，为群众现场检验蔬菜 46批次。二
是开展倡导使用“公筷公勺”宣传活动，推
广“公筷公勺”文明就餐新理念。该局安
排工作人员到餐饮服务单位经营场所醒
目位置张贴“公筷公勺”宣传画报，督促餐
饮服务单位设置公筷公勺存放区，并在每
一张餐桌上摆放使用“公筷公勺”提示牌，
要求餐饮单位主动提醒顾客使用公筷公
勺，让“公筷公勺”新理念深入群众心中。
活动共开展摊位宣传 2场次，派发宣传单
4002份，发放提示牌 10254张，张贴宣传画
报 5008 张。三是联合企业共同开展文明
宣传活动。该局以奥园广场、嘉荣超市等
重要实地考察点为重点，对照创文标准，
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并邀请县创
文办工作人员到现场指导创建工作，对商
场超市公益广告和行业规范的张贴、垃圾
分类设施的完善、母婴室的设置、收银台

“一米线”提示标识的设置等内容逐一完
善，逐项过关。此外，该局还将积极发动
县城商户利用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创文
标语，营造浓厚的创文宣传氛围。

（县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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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为民谋

福。五华县第十三届至

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潭下

镇柏洋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蓝会良始终把为人民

服务这句话放在心上，立

足本职，倾听民生，反映

民意，解群众所急所需，

躬身前行，为民办实事，

为村谋发展，打造“一村

一品”无花果扶贫产业，

增加全村收益，倾心倾力

打造柏洋村美丽和谐的

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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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代表，潭下镇柏洋村党支部书记、主任

蓝会良：当基层发展前锋 铺就乡村振兴路

多措并举齐发力 同创全国文明城

打赢脱贫攻坚的关键是靠智力带
动产业发展，扶贫产业已成为了蓝会良
的第一要务。柏洋村贫困户 43户，有
劳动力 27户，共 103口人，想要摘掉贫
困“帽子”，产业脱贫是最好的路子。千
山花开万树香，唯独无花不竞芳。眼下
正值无花果成熟的季节，在柏洋村无花
果 30多亩种植基地里，一阵阵清新的
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成片的无花
果树整齐排列、紫红与翠绿相映，煞是
好看。蓝会良曾多次吸纳学习其他示
范村种植产业和经验，发动村民和贫困
户集地种植有特色且经济效益比较高
的无花果，不仅如此，成立了合作社和
借助潭下电商促进销售。一年两收的

无花果树，给柏洋村贫困户带来了一份
可观的收入，每年分红人均可以拿到
235元，并在基地务工的贫困户一天也
有 100元，在就近务工的同时也能顾及
家里的老人小孩，何乐不为呢？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产业的生命力，
产业有发展了，才是村收入最好的方
式。蓝会良根据柏洋村地多优势，经常
给村民和在外乡贤做思想工作，鼓励在
外乡贤回家创业，种植柚子、养猪、养鸭、
制作咸鸭蛋，给养殖户养一只鸡奖励15
元的方式奖励式的发展家禽养殖，借助
潭下电商发达的优势对村民的产业进
行回收，这样村民就不用担心销售的问
题，也为村民带来分红收入和提供就业

机会。蓝会良说：“产业多了，村里总体
经济高起来了，村民的收入也高起来了，
更是带动了贫困户脱贫的积极性。”

村里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村教学
楼不够用这个问题，蓝会良早已把这个
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他努力争取
和多方支持下集资为村新建了一座有十
二个的教室的教学大楼，解决了以往学
校学位不足和环境差的问题，并建立围
墙大大保障了师生的安全。蓝书记还与
五华工业园区的企业取得联系，了解相
关的就业岗位，推荐给村民，让部分村民
实现了转移就业、就近就业，在获得稳定
收入的同时还能照顾好家庭，也解决了
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本报讯 为推进我县创建“全国
县级文明城市”，营造良好的交通秩
序，提高人民群众文明交通意识，五华
公安交警大队高度重视“创文”工作，
成立了以钟志文大队长为组长的“创
文”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整治+宣传，
全面助力“创文”工作。

据了解，我县交警大队作为“创
文”工作的成员单位，县城区“创文”工
作具体由三个交警中队共 96名警力
负责实施抓落实。每周二联合城综、
志愿者在城区重要路口、重点路段对
骑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和摩托车超

员载人、驾驶无号牌机动车、乱停乱
放、占用汽车停车位、闯红灯等不文明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宣传整治。

“创文”工作开始以来，我县交警
部门始终将宣传教育工作贯穿于工
作实际，在违法整治过程中，开展流
动式、面对面宣传，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资料，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机关
单位讲解交通安全常识，使交通参与
者认识到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重要
性。同时，充分发挥“声、屏、报、网”
等新闻媒介的宣传优势，通过发布工
作动态、温馨提示、违法曝光、警示教

育等形式，做到报刊上有字、广播上
有声、电视上有影，全方位强化群众
文明出行意识、机动车守法意识，让

“创文”声势更响，让宣传氛围更浓。
今年以来，在省市级媒体上共宣传报
道、曝光警示 35篇起；通过“双微”推
送信息 736条；深入重点单位开展宣
传教育166次。

据统计，已经曝光以上不文明交
通违法行为3560宗，截止8月下旬，我
县交警部门今年以来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21412宗，其中查处酒后驾
驶机动车 526宗、查处假套牌机动车

193 辆、驾驶机动车未系安全带 568
宗、机动车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 547
宗、机动车乱停乱放1428宗。通过通
过“宣传+整治+曝光”相结合，打好组
合拳，全力打造行人过街、过马路的安
全线，营造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文明
礼让的良好城市交通环境。今年7月
份，由县政府出资 40万余元，分别在
田家炳中学门口、五华汽车站门口安
装了2套机动车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
抓拍系统，为城市文明工作提供了执
法保障。

（县交警大队）

本报讯 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上
级科协的有力指导下，2020年1月9日召开
五华县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组建了新一届
县科协领导班子。1月 21日，五华县 16个
镇已全部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实现科协组织
全覆盖，五华县提升基层科协组织力“3+1”
工作任务提前完成。五华县基层科协组织
力大幅提升，变“单打独斗”向“编队启航”转
变，全县科协系统精气神大幅提振，科协组
织的影响力空前扩大。

县科协高度重视“创文”工作，结合自
身的科普职能工作，积极联系协调相关
县直单位，指导联络各镇科协，对我县各
有关学校、企业、社区、镇村进行科普知
识宣传，通过“普及+体验+倡导+传播”，
全面助力我县“创文”工作。据统计，今
年以来县科协共组织 10 场科学普及活
动，各镇科协组织 16场科普活动，共计发
放科普知识读本 3000 多册，宣传单共计

30000多份。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科协工作，为

科协组织开展科普活动提供了经费保
障。县科协通过科普进社区、进农村、进
企业等形式，积极组织带领科普志愿者到
镇村及企业开展科普活动，举办科普讲座
4场（次），讲解公民保健知识、创新改变生
活、卫生保健和日常生活安全等方面的科
普内容。组织科技志愿者发放宣传手册、
咨询讲解、悬挂横幅、展板展示等方式向
群众宣传有关疫情防控、食品卫生、健康
安全等相关知识，指导居民正确认识卫生
保健，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使科普更贴近社区实际，更加贴近居民生
活，受到了市民的喜爱和点赞。通过开展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基层群众科学知识的
普及，帮助群众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形
成了爱科学、讲科学、懂科学、崇尚科学的
良好风气。 （县科协）

县科协：

科普知识走基层 播撒科普文明花

县市场监管局“三举措”全力冲刺创文

县交警大队：整治宣传两手抓 助力“创文”

【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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