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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省长鹿心社走访慰问瑞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上新屋
小组重点优抚对象欧阳诚。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2月15日，省委书记强卫来到吉安县永阳镇中洲村，看望贫困户
和重点优抚对象。 本报记者 周 霖摄

本报讯 （记者魏星）2 月 15 日，省
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莫建成主持召开
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
理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强调，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治理“吃空饷”问
题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常抓
不懈，严格问责，敢于碰硬，坚决从严做
好集中治理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莫建成指出，“吃空饷”问题社会影
响恶劣，群众意见较大，必须彻底根
除。自集中治理工作开展以来，省直有
关部门认真对待、行动迅速、工作扎实、
配合密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
步，各地各单位要把握好“吃空饷”集中
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对“吃空饷”人员
严格按政策处理，该清退的尽快清退，

能返岗的限期返岗；尽快追缴“吃空饷”
资金，并及时上缴同级财政；对占编“吃
空饷”单位，核减其相应的预算、经费和
编制；对集中治理工作中隐瞒不报、弄
虚作假等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予以问
责；加强检查督促，抽取部分省直单位
和市县区进行重点检查，切实做到人员
清理到位、资金追缴到位、核减编制到
位、责任追究到位。

莫建成强调，解决“吃空饷”问题，
关键在责任，根本在机制。要建立防止

“吃空饷”问题的组织、编制、人事、财经
等制度，尽快建立日常管理、合作共享
和监督问责机制，积极推进集中治理工
作长效化，从源头上防止和杜绝“吃空
饷”现象发生。

莫建成在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
集中治理工作小组会上指出

坚决从严做好“吃空饷”集中治理工作

本报黎川讯（记者张玉珍）2月14
日至15日，省政协主席黄跃金深入黎川
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就扶贫开发工
作进行调研。他指出，做好扶贫工作，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要进一
步加大扶贫力度，积极实施精准扶贫，
努力增强地方造血功能,加快困难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为我省实现“五年决战
同步全面小康”作出新贡献。

黄跃金先后走访慰问了黎川县社
会综合福利院老人，扶贫低保对象杨吉
光、饶平、黄丽红，重点优抚对象高荣
孙，给他们送上慰问品，祝他们身体健

康，新年快乐。在慰问困难企业黎川县
林业公司时，黄跃金鼓励企业坚持市场
导向，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尽快摆脱困境，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黄跃金在听取黎川县精准扶贫工
作汇报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扶贫工作的
意见、建议后强调，要切实按照中央文
件精神，抓好各项农业政策落实。要
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确保扶贫资金充
分惠及扶贫对象，最大限度地发挥扶
贫资金的作用。要积极做好产业扶
贫、科技扶贫、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工程
和搬迁移民工程， （下转B1版）

加快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黄跃金在黎川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调研

扶贫开发工作

回家、过年、团圆、春暖、希望、年味、年
韵……一个个承载希冀、饱含深情的词汇，给传
统的中国年增添了独有的味道。为了记录新春
盛景、感知发展脉动、共享团圆欢喜、留住美好回
忆，我们的编辑记者一如既往地以“新春走基层”
的独特方式，与全省广大群众一起过年。

从今日起，本报连续推出“新春走基层·
赣鄱处处春”专栏，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和点赞。

开栏的话

本报吉安讯 （记者刘勇）进村入
户，送上党和政府的温暖；调研座谈，谋
定扶贫攻坚的良策……2 月 14 日至 15
日，省委书记强卫深入吉安市走访慰
问，并专题调研扶贫攻坚工作。他强
调，扶贫攻坚是我们“五年决战同步全
面小康”征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要以
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感、对历史的使命
感，把扶贫攻坚的责任紧紧地扛在肩
上，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找准扶贫的好
路子，科学务实、做强产业，育好增收的

“摇钱树”，让贫困群众早日过上美好幸
福生活。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龚建华陪同
走访慰问和调研。

在95岁老红军王云家，强卫拉着老
人的手，祝他新春快乐、健康长寿。强
卫动情地说，你们老一辈出生入死，为
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照顾
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推进党的事业更
好更快发展是我们的使命。强卫专程
看望了全国优秀组工干部、龚全珍式好
干部曾建同志的亲属，用电话向远在北
京的曾建同志妻子肖梅致以亲切问候，
他说，曾建同志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
高尚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
永远怀念他。强卫还看望慰问了优抚对
象薛义明、烈属张均仙，嘱咐有关部门照
顾好他们的生活。

春节前夕的庐陵大地，村村喜气洋
洋、户户年味飘香。穿山岭、过垅野，强
卫先后走访慰问了李小明、李先厚、钟祥

金、钟利金、张全兴、张东兴、王文栋、王
美武、彭小敏、汪佐秀、卢秋华、郭小英等
贫困群众、低保对象。每到一家，他都坐
下来与慰问对象促膝而聊。家庭状况、
实际困难、未来打算……强卫与他们一
起找原因、想办法，鼓励大家坚定信心、
找准路子、勤劳致富，叮嘱各级干部，多

想群众冷暖、多谋脱贫实招。
在吉安县，强卫分别选取了“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各一个
扶贫村及一个移民搬移村进行调研。
在梅塘镇塘李村、敦厚镇钟家坊村、永
阳镇中洲村、安塘乡赤陂村，强卫与村
组干部、贫困户一起座谈。村里的贫困

户还有多少？脱贫的难点在哪里？产
业发展的出路在何方？一间间简陋的
农房里、一盏盏昏黄的电灯下，省委书
记与大家心贴着心、手牵着手，共谋幸
福路。夜色已浓，当强卫离开敦厚镇
钟家坊村时，闻讯而来的村民们夹道
送行。

为了得到最准确的实情，强卫不打
招呼，来到吉安县扶贫办、永阳镇查看
扶贫台账。2 月 14 日晚，强卫在吉安县
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市县乡负责同志一
起研讨扶贫工作。他强调，各级领导干
部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戴贫困帽
为耻、以摘贫困帽为荣，面向贫困村与
贫困个体实施精准扶贫，进一步激活发
展潜能，培育造血能力，走上自我发展
的道路。

走访调研中，强卫看望慰问了吉安
县梅塘镇敬老院的老人，来到武警吉安
县中队，与战士们一起包饺子、庆新春。
他还深入到上海奕方生产基地、吉安县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吉安温氏畜禽有
限公司、先歌音响有限公司、凤凰污水处
理厂、江西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等园区、企
业调研。强卫强调，解决一切问题的关
键还是加快发展，面对扶贫攻坚这个难
啃的硬骨头，我们唯有始终保持政治定
力、战略定力、实干定力，进一步增强责
任和勇气，正视差距，大力发扬钉钉子精
神，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一步一个脚
印地朝着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坚定前行。

强卫在吉安市走访慰问并调研扶贫工作时强调

找准扶贫的“康庄道”
育好增收的“摇钱树”

车行赣闽交界广丰县铜钹山
镇小丰村，鸡鸣犬吠，炊烟袅袅。
冬日暖阳下，青山如黛，更显婀娜。

勤劳的村民已在村广场边摆
出案台，摆上祭祀品，扛着板锄和
绳索，准备进猪栏捉猪。2月14日，
是小丰村体验传统杀猪场景和祭
拜仪式、吃“杀猪饭”的日子。

小丰村僻居深山，距离广丰县城
约60公里，处在铜钹山国家森林公
园核心区。由于路迢且蜿蜒，这里留
存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风俗民情。

上午 10 时，回国才两天、28 岁
的周美成成为第一批自驾到达的客
人。在埃塞俄比亚做翻译的3年里，
他时刻关注着家乡广丰的变化。通
过微信，看到地处铜钹山地区的小
丰村正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杀
猪饭”已成为冬季招徕客人的“头
牌菜”，立即萌发了体验的念头。他

说，在异国他乡的日子，特别想念家
乡的味道。丰盛的“杀猪饭”，在热
闹喜庆中，吃出了乡村氛围，更吃出
了那渐行渐近的年味。

年前杀猪、正月采茶、清明祭
祖、收后秧歌，小丰村发展的农家
乐，既注重四序交替，巧妙添加民
俗元素，又注重与现代网络平台相
融。“这次吃‘杀猪饭’，我们与广丰
新青年创业联盟建立微信链接，光
微信报名，3 周便吸引顾客逾 5000
人次，直接用餐人数达1200余人。”
村支书徐云清说。

令游客沉醉的，除了民俗农
趣，还有这里的田园风光：一条小
溪，自西向东穿村而过。两岸边，
青瓦木窗的民居错落有致，木头栈
道和青石篱笆，厚实凝重。山的深
处，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
物，以及红军兵工厂、炮台遗址、同

闽古道等人文景观。而一种更深
刻的嬗变悄然在小丰村浮现：前来
投资绿色产业的人越来越多。

在村庄的上游，浙江老板投资
种植了200余亩铁皮石斛。一眼望
去，300个大棚气势恢宏。在《道藏》
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
之首”，中药功效比灵芝还强。这里
种药材的条件，正如技术人员邹有
兵所说：山好、水好、空气好。“我们
检测过，水的PH值达到 5.8至 6，接
近矿泉水的标准。市面上卖的铁皮
石斛，一般800元一斤。而这里产的
价格只会更高。”如今，村里80余位
村民仅从事铁皮石斛种植，每月就
可增加2000元收入。

“杀猪饭”和铁皮石斛的名片
效益，让祖祖辈辈面朝土背朝天
的农民，惊奇地发现：除了种地、
务工， （下转B1版）

杀猪饭·铁皮石斛·作家村
——看古老的小丰村如何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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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羞：从南昌回高安，不到百公里的路
途可以乘汽车、坐高铁，要是碰到老乡，还可以
搭搭顺风车。祝大伙儿回乡路再无囧途。

@薛智之0616：每年春节回家都选择自驾
车，虽然没了购票、挤车，但也有被堵在路上的

“痛苦”，而最痛苦莫过于经过浙江杭金衢高速
新岭隧道，少则个把小时，多则数小时，可谓是

“伤心岭”。今年春节新岭隧道将开通辅道，由
双向四车道增加为七车道，期待“伤心岭”变为

“顺心岭”。
@清溪微言：近年来江西高速公路发展很

快，但不少县道乡道跟不上发展的步伐。让回
家的路更通畅，莫忘了乡村公路建设。

跑起来的江西，让老表
的回家之路越走越顺畅

年味，是家人团圆的喜悦，是丰盛菜肴里“家
的味道”，也是天南地北的伙伴们一年一度的欢
聚。2月 15日，记者与高中同学如期在老家宜春
市相聚，忆往昔、话家常、品幸福。

2014年，就职于北京某知名 IT企业的李优，
与朋友合伙开了家网店，专门销售国际知名品牌
的电子产品。经过一年的悉心经营，如今，网店
月营业额已达 500万元。李优感慨地说，这一切
都得益于越来越宽松、公平的市场环境。

说到市场环境，2014年 5月在宜春市注册公
司从事实业的彭军忍不住点赞：“以前注册公司
门槛高、程序繁琐。现在哪怕只有 1块钱也可以
办公司了。”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幸福洋溢在脸上。小

幸福折射大发展。记者不禁期待，明年的春节聚
会，大家又会讲述哪些不一样的精彩呢？

小幸福折射大发展
本报记者 吴 颖

本报赣州讯（记者李冬明）面对面倾听扶贫对
象掏心窝的话，手拉手为福利中心老人嘘寒问暖，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2 月 14 日至 15 日，省长鹿
心社专程来到寻乌县、瑞金市调研扶贫工作，看望
慰问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新年美好的祝福，致以
节日诚挚的问候。

一身绿军装，胸前6枚军功章闪闪发亮，73岁的
优抚对象欧阳诚精神矍铄。“日子过得怎么样？”“身
体好么？”……鹿心社与他亲切交谈，向他表示慰问
和祝福，感谢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鹿心社先后看
望慰问了受灾户李艳兵、“两参”人员钟长青、低保
户钟美发等，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叮嘱当地
政府要关心困难群众，把温暖送至群众心坎上。来
到瑞金市福利中心，鹿心社与老人们一一握手，嘘
寒问暖，送上礼物与慰问金，祝他们生活幸福、健康
长寿。“这里衣食住行都很好，我们心情很舒畅。”老
人们的话，让鹿心社十分高兴。

粉墙黛瓦换新颜，绿荫浓处映民居。瑞金市沙
洲坝镇洁源村是鹿心社的扶贫联系点，近年来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听说省长来了，村民们纷纷自发围
拢过来。“打锣敲鼓放鞭炮，今日洁源真热闹……”
欢乐的快板响起来了，村民们由衷地感谢党的好政
策。鹿心社祝愿洁源村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红
火。鹿心社考察了叶坪乡田坞村大田尾危旧土坯
房改造点、大棚蔬菜基地以及移民进城进园集中安
置点，嘱咐当地干部要坚持质量第一，确保群众住
得舒心；加快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2月14日晚，鹿心社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与
基层干部和扶贫对象代表座谈交流，认真听取他们
的意见建议。他强调，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快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步伐是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根本要求。要摸清底数、区分类型、找准原因、精准
施策，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灌”，切实提高扶贫实效。坚持推进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打好扶贫开发
攻坚战，确保赣南老区人民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寻乌县杨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爱馨泰电子商贸有限公司、恒源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瑞金市五星食品有限公司、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鹿心社进车
间、问经营，为近年来企业经营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感到欣慰，并勉励企业再接
再厉，提升质量，打响品牌，做大做强。

调研期间，鹿心社还参观了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仔细察看一件件实物、
一幅幅图片，重温苏区的峥嵘岁月，感悟伟人的卓越思想。他深有感触地说，要
大力发扬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坚持求真务实，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