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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在路上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柔……”5 月 8 日 7 时刚过，抚州市东乡
区岗上积镇东源村小学就传出朗朗的读
书声。顺着稚嫩的童声，记者踏进了这
所只有7名学生的村小。

7个孩子中最安静的是11岁的李慧
萱。她患有重症肌无力，行动不便，父母
又常年外出打工，年迈的爷爷奶奶背不
动她，因此一直孤单地待在家，去年才刚
来上一年级。长期与人缺乏交流，让她
变得内向敏感。教室里的一辆轮椅，引
起了我的注意。说起轮椅，李慧萱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话匣也打开了：“轮椅
是我去年提的微心愿，小分队的叔叔们
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有了它我也可以
上学了。”

一个微心愿的实现，点亮了一个孩
子的心。东源村的脱贫，其实就是一个
个群众心愿叠加实现的结果，它凝结了
社会各界对贫困村的关爱和帮扶。

东源村地势低洼，流经村里的南港、
北港两条河流地势都比农田高，这样一
来，雨天容易涝，当地群众迫切想修建提
灌站，解决这一难题。东源村的定点帮
扶单位——抚州市财政局知道这个情况
后，立即协调有关部门，安排项目资金，
陆续修建起 8 个提灌站，东源村农业灌
溉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东源村的事，只要在政策允许范围
内，我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抚州市财
政局局长伍鹏说。为了筹集脱贫所需资
金，抚州市财政局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争
取支持；另一方面从自身下手，把节约下
的办公经费、单位绩效奖金都用到了东
源村。同时还在单位内发动爱心捐款，
近两年，机关干部总计捐款 10 多万元。
真金白银抓扶贫，换来的是东源村面貌
焕然一新。

在东源村的蔬菜大棚里，百香果正

开着鲜艳的花朵，有的已经挂出了青涩
的小果。“这 20 个蔬菜大棚是在我们经
营不下去的情况下，才由七天果辰有限
公司接手的，他们真是帮了大忙了。”东
源村村主任饶新华告诉记者，现在由公
司统一经营，效益比原来好多了。谈起
当初的帮扶，七天果辰有限公司经理谢
松林谦虚地说：“这不算什么，作为农业
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带着农民一起富，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双赢。”

这几天，东源村连心小分队的周鹏
祥和官抚荣一直在为贫困户于官林残疾
鉴定的事忙碌，找残联、问民政局、联系
医院……一刻也不敢耽误。于官林患有
自闭症，被列为残疾四级，每个月可领
200 元的低保金。和他一起住的老父
亲，最近听说同村的一名贫困户因为是
残疾二级，被评为五保户，每个月可以领
290 元，所以他想让连心小分队帮忙问
问怎样才能申请五保户。“你的问题，我
们正积极协调处理，但最后还是要按政
策来，也请你理解。”每次上门，官抚荣都
会安慰老人，同时也加快了办事节奏。

在村里待了快一年，从最开始一个
人都不认识，到现在对每个贫困户的情
况烂熟于心，周鹏祥和官抚荣也成了贫
困户最信得过的干部。“我们到村里来，
代表的是党和政府，我们只有把工作做
好了，才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周鹏祥说。

脱贫攻坚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项群
策群力的系统工程。正是因为有了“要人
给人，要钱给钱”的帮扶单位、“带着群众
一起富”的爱心企业、“要对得起大家信
任”的帮扶干部，以及多方面的支持，才汇
聚起东源村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脱贫路上不孤单
本报记者 郑 颖

本报讯（记者游静）近日，满载3000
吨东北玉米的首趟从东北粮产地——辽
宁营口鲅鱼圈港——福建江阴港——江
西高安的“铁海铁”多式联运、“北粮南
运”集装箱班列抵达我省建筑陶瓷产业
基地铁路专用线。

据悉，从东北将粮食运到江西传统
运输通道耗时20天以上，货物损耗率在
3‰以上，物流总费用189.5元/吨。新开
辟的“铁海铁”通道仅仅耗时8天，货物损
耗率在 1‰以下，物流总费用 171元/吨，
较传统物流方式减少尾气排放 70 个百
分点。新通道不仅运输时间、货物损耗、
物流成本均得到大幅下降,而且绿色、低
碳、环保。

“铁海铁”多式联运粮食集装箱班列
是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联合南昌铁
路局以及正邦科技、双胞胎集团等大型粮
食加工企业，开辟的一条全新“铁海铁”

“北粮南运”新通道。该通道的开辟是江
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谋划铁路专用线
创新转型、深耕铁路物流业的一次有效尝
试，极大降低合作企业的物流成本，提高

物流效率，进一步增强了我省粮食加工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领先优势。

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专业线基
地，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铁路专用
线由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牵头建设
并运营，占地 1500 亩，具备充裕的货物
仓储条件和完备的装卸能力。从服务
丰、樟、高地区特色支柱产业出发，为基
地近100家陶瓷企业、约200条陶瓷生产
线提供高效便捷的铁路物流服务。

目前，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正
在积极推动高安陆路口岸（位于专用线
站场内）后续建设，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初
竣工并开通。届时，高安陆路口岸的“一
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大通关模
式将推动丰、樟、高地区外向型经济大开
放、大发展。在开辟“铁海铁”“北粮南
运”国内通道的基础上，江西省铁路投资
集团公司还将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开
辟“海铁联运”国际大通道，以专用线站
为集散地，借助高安口岸大通关优势，通
过福建港口将省内陶瓷等特色产品销往
全国乃至俄罗斯、东欧、美洲等地。

耗时减少十余天 费用每吨降低十余元

我省迎来首列“铁海铁”班列

本报深圳讯 （记者钟端浪）第十三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于 5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
办，省委宣传部积极筹备，组织全省一百
多家文化企业和单位、1000多位展商参
加文博会，300多个文化项目、2300多件
文化展品亮相文博会，参展内容涵盖了
我省文化改革发展各个领域，将进一步
提升大美江西、文化赣鄱的知名度。

本次文博会，我省除主馆江西馆外，
南昌、抚州两市也在主馆单独设馆。其
中，江西馆总面积300平方米，展馆设计
以“红、古、绿”为基本元素，以赣派民居
风格装饰为主体，动静结合、古朴庄重、
恢弘大气，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手
段生动地再现了赣鄱风韵。各地亮相鹏
城的文化产品可谓五彩缤纷，如九江现
代木工艺品、星子金星砚、瑞昌剪纸、庐
山云雾等特色产品；萍乡本地特色非物
质文化遗产——傩文化产品；“千年瓷
都”景德镇宋代青白瓷系列精品力作；新
余中国“第五大名绣”夏布绣系列产品；
鹰潭余江木雕代表作品佛龛、樟木箱；赣
州竹木创意、香道养生、石城砚台、瑞金

传统工艺品；宜春市袁州夏布、铜鼓竹木
创意、万载苎麻产品、樟树香樟木等文化
产品。江报传媒集团展区以“传媒+”为
核心，以“正能量、接地气、多形态、能盈
利”为主题，展示与体验相结合，凸显江
报传媒集团进军地产、金融、创意、旅游
等产业板块和媒体融合成果及AR展示
项目，全方位地展示江报传媒集团作为
党报集团在融合发展、转型升级道路上
的探索与成果。

南昌和抚州均设独立展馆，南昌展
馆集中展示以“建军九十周年英烈人物”

“地铁建设工人”“电影节海报”“婚纱艺
术照”“佛教”“传统山水、花鸟”等六大创
作题材共30余幅瓷板画精品，其中“建军
九十周年英烈人物”系列画作是选自南
昌瓷板画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创作的庆祝
建军九十周年《强军梦——瓷画英烈谱》
系列创作中的几幅精品，这一系列的画
作为首次对外展出；抚州展馆集中展示
抚州采茶戏、广昌孟戏、宜黄戏、南丰跳
傩、乐安傩舞、黎川舞白狮、宜黄禾杠舞
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一级演员
将现场表演汤显祖剧目《牡丹亭》片段。

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今日启幕
文化赣鄱五彩缤纷展独特魅力

5月10日，全省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在井冈山市举行。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最近，省委、省政府围绕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再动员、再部
署、再推进。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
强烈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的历史担当、为民情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是党
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全党的历史使
命，是时代发展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
史责任。特别是对于江西而言，这里每
一寸红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热血，这里
的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
贡献和巨大牺牲。打赢江西脱贫攻坚
战，不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中掉队，是我们党革命的初心，是
我们党执政的担当。

这些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我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
的成绩。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搭乘振兴
的东风，提前两年启动了全面脱贫攻
坚，革命摇篮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

“摘帽”。至2016年底，全省贫困人口下
降至113万，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3%。

但也不可否认，在脱贫攻坚的路
上，我们还有许多亟待改进、提升的地
方。特别是最近中央在对我省扶贫开
发工作进行成效考核时，发现了资金使

用、基层基础工作等问题。这对我们敲
响了警钟。在工作推进当中，有问题不
可怕，问题早发现比晚发现好，问题早
解决比拖着掩着不解决好。脱贫攻坚
工作不是“闯关”，是要对党、对人民、对
历史交账的。脱贫攻坚工作是不可能
带着问题能够做好的，更是不可能带着
问题能够取得胜利的。

直面问题，举一反三，省委、省政府
态度坚定、措施有力。通过省委常委会、
省政府常务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强化了
顶层设计，细化了整改提升方案。通过
省委中心组学习会扩大到乡镇级，进一
步统一各级思想、提升认识。特别是此
次在井冈山召开现场推进会，以先进典
型为引领，省委书记、省长带队现场“授
课”，全省各设区市、县（市、区）主要负责
同志悉数参加，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
段的一次全省再动员和再部署，吹响了
决战的号角，宣誓了必胜的信心，在全省
脱贫攻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弓已拉满、箭已在弦。当前，全省
上下务必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实”字着力、

“严”字当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努力在2020年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要在“实”字上着力。省委书记鹿心社
在省委中心组脱贫攻坚专题学习时向全
省领导干部发出了工作四问：落实了
吗？到位了吗？见成效了吗？群众满意
了吗？这四问，应该成为脱贫攻坚工作
的标尺，成为每一位干部的行动指南。
这四问，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实”字。

脱贫攻坚是场政治大考、民生大
考，更是对干部作风的大考。应该说，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
部署推动下，脱贫攻坚工作的政策、措
施日臻完备，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决心、
人民的意愿，也契合实际、具有很强的
操作性。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更实的作
风、更实的举措，在提升执行力、确保政
策落地上下功夫，打通进村入户的最后
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甚至是最后一米。
要吃透精神、掌握要义，全面把握政策
措施的丰富内涵，结合当地实际，主动
而为、顺势而为、创新而为。要以问题
为导向，全面排查不精不准不细不实问
题，全面梳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生
产生活难题，一个个攻坚、一个个解
决。要抓住关键环节，努力在精准和可
持续等方面重点推进，充分发挥群众的
主体作用，让群众心里踏实，提升他们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各级党员干部务必
拿出拼命三郎的干劲，大力弘扬井冈山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把脱贫攻坚工作作
为检验党性、能力的试金石，作为锻炼能
力提高水平的练兵场，不唱凯歌终不还。

要把“严”字举过头顶。脱贫攻坚
工作是层层签下“军令状”的，这一方面
反映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
表明脱贫攻坚的政治性、严肃性和纪律
要求。军中无戏言、军令如山倒。面对
党和人民交给的历史重任，面对继往开
来的历史担当，我们要“严”字为先，层
层压实责任，激发出每一位党员干部的
澎湃力量，也警醒、鞭策后进者，形成最

强大的攻坚合力。
“严”字当头，要层层压实责任，党

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带头安排部署、带头驻点联
系、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检查督办。无
论是贫困县还是非贫困县，都要把脱贫
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加强扶贫
力量，强化工作保障，狠抓工作落实。
要强化督查问责。省里已经组织9个脱
贫攻坚督查巡查组，紧盯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关键环节，聚焦政策落实、扶贫举
措、干部作风、脱贫实效，深入开展常态
化督查。要加强驻村帮扶工作督查，严格
工作纪律，对帮扶工作不实不力的，实行

“召回”制度，对被“召回”的干部所在单位
严肃问责。要完善考核机制。今年省委、
省政府将在对25个贫困县脱贫攻坚考核
的基础上，扩大到对设区市和所有县（市、
区）党委政府开展脱贫攻坚考核，考核结
果将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任用的重要
依据。要发挥好考核的指挥棒作用，重视
在扶贫一线评价干部、发现干部、选用干
部，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严禁出现“虚假脱
贫”“数字脱贫”，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
工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到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是
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是必须完成的硬任
务。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横下一条
心，鼓足精气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
众，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奋力迈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坚实步伐。

“实”字着力“严”字当头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本报井冈山讯 （记者刘勇、李冬
明、郑颖）5月 10日，省委、省政府在井
冈山召开全省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省委书记鹿心社出席并讲话。他强调，
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按照“核心是精
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的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难点，激发内
生动力，合力脱贫攻坚，深入落实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各项任务，确保到2020年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脱贫实效和质量进入全国“第
一方阵”。

省长刘奇主持会议，黄跃金、周萌、
吴晓军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与会人员
现场观摩了井冈山市罗浮移民社区、拿
山乡草莓基地、茅坪乡坝上村、神山村脱
贫攻坚工作，井冈山市、瑞金市、黎川县、
赣州市主要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鹿心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扶贫
开发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贯彻
了五大发展理念，为做好新时期脱贫攻
坚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我们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深刻领会
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上来，牢牢把握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基本方略、主体对象、责任要求，以对
党、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更
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风，全力
做好脱贫攻坚这个头等大事。

鹿心社强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方略。
我们要牢牢把握“精准”这个核心，坚持
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强化精准识别，打牢脱贫攻
坚基础。全面开展扶贫对象核实和数
据清洗工作，严格执行“两不愁、三保
障”的脱贫标准，深入细致做好精准识
别、复核认定和建档立卡工作，及时更
新信息、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和贫
困信息“实”和“准”。

——要强化分类施策，找准脱贫致
富路子。深入分析致贫原因、禀赋条
件，发挥产业脱贫引领作用、健康脱贫
保障作用、保障脱贫托底作用，推进完
善十大脱贫攻坚工程，采取绣花式扶

贫、滴灌式扶贫的办法，积极探索多渠
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路径。

——要强化资金保障，持续加大扶
贫投入。坚决整改扶贫资金结转结余
等突出问题，加快财政涉农扶贫资金整
合，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增强
责任、创新方法投入脱贫攻坚，加大监
管、审计和查处力度，确保每一分钱都
花在贫困群众身上。

——要强化基层基础，构筑坚强战
斗堡垒。拓宽视野和渠道，选好支部书
记和驻村第一书记，建强基层党员队
伍，关爱激励基层干部，加强软弱涣散
党组织整顿和提档升级，不断增强基层
党组织服务精准扶贫的能力，增强基层
干部“绣花”扶贫的能力。

——要强化主体作用，激发脱贫内
生动力。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坚持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
结合，加快精神脱贫，增强脱贫本领，强
化激励措施，切实提升贫困户的精气神，
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

鹿心社强调，当前,我省脱贫攻坚
的目标、思路、举措都已经非常明确，关
键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要进一步压
实各方责任，认真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责
任制，充分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牵头抓
总职责，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第一责任人
责任，发挥好各地各部门的积极作用，
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督
查问责，充分发挥好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组作用，紧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关键环
节，聚焦政策落实、扶贫举措、干部作
风、脱贫实效，加强驻村帮扶工作督查，
实现常态化督查。进一步完善考核机
制，对设区市和所有县（市、区）党委政
府开展脱贫攻坚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激
励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展现好
作风、干出好业绩，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

刘奇在主持时强调，打赢脱贫攻坚
战，是我们党对全体人民作出的庄严承
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

是每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必
须坚持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相统一，既
要把脱贫放在心上，又要把脱贫抓在手
中，以实实在在的脱贫成效向党中央、
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必须坚持
精准识别与精准施策相结合，既要解决

“扶持谁”的问题，又要解决“怎么扶”的
问题，以“绣花”般的精细劲找准病灶、
靶向治疗。必须坚持物质扶贫与精神
扶贫相协调，既要竭力为贫困地区和群
众脱贫创造必要条件，又要把困难群众
从“思想惰性”中解放出来，做到“智”

“志”双扶，实现真正意义的脱贫致富奔
小康。必须坚持过程督导与结果考评
相促进，既要以督导找准问题短板，又
要以考评推动工作落实，确保脱贫成效
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单位主要（常
务）负责同志，各设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县（市、区）党
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有关省直单位
和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鹿心社在全省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深入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任务
确保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刘奇主持 黄跃金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