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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期间，交警这份“考卷”获好评
本 报 讯 渊赖 秀 生 记 者 温 庆
本冤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协同教育等
部门袁精心组织袁为全市 5557 名高
考学子营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袁得到了高考学子尧家长和社会
的好评袁抖音微视频阅读量 100 多
万袁点赞数突破 13 万遥
为做好 2019 年高考交通安保
工作袁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全力以
赴袁 通过严密管控考点周边道路袁
强化交通安全宣传袁积极提供应急
服务等举措袁 各项工作部署到位遥
该大队上下高度重视高考交通安
保工作袁 考前组织多次专题部署尧
多次现场谋划袁针对接送学生车辆
通行路段和考点周边道路交通情
况袁及时制定了高考期间道路交通

安保工作方案袁通过定路段尧定人
员尧定责任袁全力保安全尧保畅通遥
全面覆盖袁严密管控遥 加大对
全市范围内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袁对考点及
周边道路占道经营尧机动车乱停乱
放尧非客运车辆违法载人等妨碍交
通的违法行为开展联合执法曰加大
重点时段机动车禁鸣管理力度袁降
低道路交通噪声污染袁营造安静的
考试环境遥
强化宣传袁警民齐动遥 通过多
平台多方式对 野护航高
考袁交警同行冶活动进行
宣传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认同和支持袁市出租公司
组成了野爱心助考冶志愿

者服务车队袁 市红都救援大队组织
人员参与安保袁群众自发服务安保袁
为考生送上了安全保障和关爱遥
助力高考袁服务为民遥该大队领
导靠前指挥调度袁与民警一起执勤袁
全体参与安保执勤人员克服天热尧
雨淋困难袁坚守岗位助力高考尧护航
高考袁通过努力袁用一种责任和担当
换来了考生们畅通尧有序尧安全的考
试环境遥高考期间袁该大队接受考生
和家长应急求助 5 起袁 主动帮助考
生及家长解决困难 6 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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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干群奋力抗洪救灾
6 月 9 日袁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袁石城县发
生洪涝灾害袁当地 10 万干部群众迅速分赴受
灾区袁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遥
6 月 8 日晚上 8 时至 9 日下午 4 时袁石城
县境内普降暴雨袁 局部出现大暴雨袁 已有 25
个雨量观测站超过 100 毫米遥 全县 11 个乡镇
有珠坑尧屏山尧木兰尧丰山等 7 个乡镇降雨量
超过 100 毫米袁 县城降雨量最大达 180.3 毫
米遥 由于降雨强度大且相对集中袁导致山洪暴
发袁河水猛涨袁造成城区内涝袁道路塌方袁农田
被淹袁白莲尧烤烟尧早稻等农作物受损遥
灾情发生前袁石城县委尧县政府主要领导
就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作出批示袁 要求从严从
细做好预警应急工作袁 严阵以待保持临战状
态袁时刻做好防大汛抢大险的各项准备遥 灾情
发生后袁 该县四套班子领导迅速深入到各挂
点乡镇袁组织和指导干部群众抗洪救灾袁全面
核查灾情袁开展生产自救遥 全县 132 支扶贫工
作队 3257 名帮扶干部闻讯而动袁深入抗洪救
灾第一线遥 该县气象尧水文等部门密切关注雨
情尧水情袁实行高密度发布信息曰水利尧应急和
自然资源管理等有关部门组织对全县所有水
库尧山塘进行水位勘测袁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展
开全面排查袁全县共开展巡排查 878 人次 669
处隐患点尧地质灾害灾情渊险情冤97 起曰交通尧
公路部门及时组织清理道路塌方袁 恢复道路
通行袁并在低洼处尧塌方处等危险路段增设安
全交通警示牌 180 多块曰人保财险公司安排 8
个工作组袁 深入到各乡镇了解灾情尧 汇总损
失遥
针对县城降雨量最大导致城区内涝问
题袁该县城管尧住建等部门集中组织力量全力
排除城区内涝袁 先后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白莲
城尧东城南大道尧东城北大道尧赣江源大道等
内涝问题进行整改袁 并及时清除汛后道路淤
泥袁排查市政园林尧垃圾填埋场安全隐患遥
据初步统计袁 全县直接财产损失约 209
万元袁累计提前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 120
户 324 人遥 截至 9 日晚上 7 点发稿时止袁该县
未有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遥
魏小霞 宋贤霖

会昌院
6 月 10 日早晨 6院30袁 瑞金市好再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美兰率全体
员工来到市光荣敬老院,为该院老人们做了一顿爱心早餐袁看到一张张真诚的笑
脸尧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水饺袁老人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笑容遥
本报记者陈盛昌摄

让群众收获更多的法治获得感
阴魏哲哲

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
办率不低于 80%曰市县 100 个高频
事项实现野最多跑一次冶曰对涉及特
别重大尧 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
情袁最迟在事件发生后 5 小时内发
布权威信息袁 在 24 小时内举行新
闻发布会噎噎近日袁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叶关于开展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
见曳袁 全面部署和安排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创建活动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
叶意见曳总结部分地方的实践经验袁
系统确立了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指标体系袁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袁成为建设
法治政府的重要指引遥
从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到
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善袁从重大行
政决策到行政执法水平袁再到权力
制约监督尧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等袁
指 标 体 系 设 有 8 项 一 级 指 标 尧34

项二级指标尧100 项三级指标以及
4 项附加项袁可谓是法治政府建设
水平的野全科体检表冶袁使得法治政
府建设可量化尧可证明尧可比较遥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水
平如何袁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加以
评判袁既需要定性分析袁也需要量
化评估袁二者不可或缺遥 通过量化
评估尧强调用数据说话袁注重用数
值展现和说明依法行政的状况和
成效袁更直观尧更精确袁也更加有说
服力遥 同时袁以这些切身可感的具
体指标作为标尺袁法治政府建设才
能实现从理念走向现实袁群众才能
收获更多的法治获得感遥
目前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袁主要靠督察机制传导外
部压力遥 实践中袁由于法治政府建
设涉及诸多领域尧 涵盖很多方面袁
一些地方对应当重点完成哪些任
务尧达到什么目标尧实现什么效果

也缺少明确认识曰不少行政机关和
公务员对法治政府建设仍停留在
抽象的尧一般的理解和认识之上遥
通过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创建活动袁 用全国统一的指标袁把
全国市县一级政府法治建设的水
平拿来评一评袁有利于激发内生动
力袁整体推进各地区法治政府建设
进程遥
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遥
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法治水平的感
知更多基于个人体验袁 更倾向于
政府法治水平的提升能够给个人
带来实质性的改善遥 在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创建活动落实中袁 应积
极拓展专家尧 社会公众参与的渠
道 袁不 搞 野 形 式 主 义 冶 和 野 形 象 工
程冶遥 唯有如此袁才能赢得人民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袁 才能为法治政
府建设强基固本遥

一男子失足坠沟
好警民携手施救
日前袁在会昌县石壁坑水库二级站附近袁
一名男子不慎掉入深沟袁头部流血不止遥 危急
时刻袁 正在事发地附近菜地里做事的村民发
现后立即报警袁所幸送医及时袁目前该男子正
在医院接受治疗遥
会昌县公安局文武坝派出所接到热心群
众报警称袁 有一名男子坠入石壁坑水库二级
站一废弃水渠袁伤情不明袁请求民警救助遥 接
到求助电话后袁 文武坝派出所民警迅速驱车
赶赴现场救援遥 到达事发地点后袁民警发现袁
一名身着白色衬衫的男子在水渠内一动不
动袁周边杂草丛生袁无路可以直达水渠遥
所幸袁在一位好心村民的带领下袁民警扒
开杂草抄近道下到水渠遥 发现有人来了袁受伤
男子趴在地上动弹了一下遥 民警立即过去袁大
声呼唤并将他扶起遥 当时袁 由于男子脸色苍
白袁全身颤抖不已袁且呕吐不止袁头部还不时
鲜血流下袁民警见状后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遥
随后袁 民警与赶来的 120 急救人员一起将他
搀抬入救护车袁紧急送医救治遥
据了解袁 伤者是在会昌县务工的抚州籍
男子尤某袁当天中午袁尤某午饭后外出不慎坠
落水渠袁所幸好心村民和民警等人及时赶到袁
才脱离危险遥 目前袁尤某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袁
情况有所好转遥
欧艳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