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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和讯 （通讯员万晓蓉、廖贤
媛）“谢谢你们帮我问清楚了我婆婆残疾
证的办理情况，我下周一就去帮她办理
低保。”近日，泰和县“民嘴讲堂”宣讲现
场，万合镇霞山村村民欧阳满珍对“民嘴
讲堂”负责人千恩万谢，感谢“民嘴讲堂”
为她解开心结。这是泰和县“民嘴讲
堂”创新工作方法，担当实干，马上就
办，通过“宣讲+”零距离为群众服务的一
个缩影。

担当实干，“宣讲+”将矛盾化解在最
基层。泰和县“民嘴讲堂”将党的政策理
论、方针政策带到千家万户，遇到群众有

问题，不躲避，不推诿，能帮助现场解决
的就现场解决。不能马上解决或者解决
不了的，就在政策、法律层面给予相关的
解释，或者将情况与相关部门单位协调，
做好备案，等待以后有机会第一时间办
理。“民嘴讲堂”在冠朝镇社下村宣讲时，
村民郭秋森要申请土坯房改造款 1万余
元，并领着宣讲员到他家察看房子破败情
况。后来通过了解，是因为他家土坯房是
四兄弟的，他未和其他兄弟达成协议，所
以暂时不能办理这项补贴。郭秋森表示，
将积极与兄弟协商，尽快申请该款项。

马上就办，“宣讲+”零距离服务基层

群众。泰和县“民嘴讲堂”万合镇宣讲团
每次宣讲结束，都会留出一段时间，进行

“宣讲+”活动。主要为群众提供政策咨
询、农业实用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民嘴讲堂”走进沙湖村时，该村旷开珠
等20多名果农听完宣讲员刘晓勇宣讲井
冈蜜柚种植技术后，立即邀请他到果园
现场进行技术指导。一年来，旷开珠近
20 亩果园，创收 12 万元。“感谢宣讲员，
感谢‘民嘴讲堂’给予我的技术指导。”看
到果园喜获丰收，旷开珠激动地说。宣
讲员项颂在宣讲《让低保政策走进千家
万户》后，很多群众现场或电话咨询低保

政策和民政其他业务政策。项颂积极呼
应百姓需求，能办理的按照程序办理，不
能办理的也把政策跟群众解释清楚。

据悉，泰和县“民嘴讲堂”经常深入
田间地头、祠堂茶馆等，小人物说大道
理，身边人讲身边事，向基层群众宣讲党
的理论知识、解读政策等。截至目前，

“民嘴讲堂”共宣讲近700场，已经形成一
套可复制的成功的基层理论宣讲模式，
并在全省推广。同时，该县“民嘴讲堂”
还获评全国、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等，并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文社会科
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

讲身边事 释群众疑 解百姓忧

“民嘴讲堂”：小人物讲出大智慧

本报赣州讯 （记者唐燕）8 月 11
日，记者从赣州市旅发委获悉，为推
动赣州旅游“门票经济”向“综合经
济”转型升级，大力推进赣州智慧旅
游建设，实施旅游惠民工程，拉动大
众旅游消费，当日起赣州市面向全球
游客发行赣州旅游年卡。

据悉，赣州旅游年卡可游览瑞金
共和国摇篮旅游区、通天岩风景名胜
区、陡水湖景区、石城通天寨景区、宁
都翠微峰景区、于都屏山旅游区、大

余丫山风景区等赣州市 10 多个 5A、
4A景区，每张年卡仅需 200元。游客
可关注“赣州旅游”“赣州智慧旅游”
微信公众号或下载赣州旅游 APP 购
买赣州旅游年卡，注册后可在一年内
多次游览，每个景区最多可以进入 12
次。后期，赣州市还将推动更多的景
区、乡村旅游点等参与年卡的发行，也
将整合酒店、餐饮、商品购物点等旅游
企业积极参与，增强旅游年卡的福利
功能，为游客提供更大的优惠和便利。

“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

赣州面向全球游客发行旅游年卡

8月9日，秋阳灿烂，天高云淡。8时
50分，抚州市东乡区詹圩镇铁山村12户
贫困户，来到村委会会议室，参加区农发
行驻铁山村连心小分队召开的会议。

户主万节荣一进门，连心小分队
队长潘敏琦就拉着他的手说：“节荣，
经区有关部门审批，已为你和女儿、
儿子三人办理了农村低保，每年有八
千多元的农村低保金。”“哦，好啊、
好啊，感谢党和政府！”万节荣笑着拱
手致谢。万节荣是该高兴，前几年，
万节荣患肝病，不仅种不了田，治病
还要花钱，女儿、儿子又小，日子过得
艰难。如今，连心小分队为他办好了
农村低保，生活有保障了。

大家走进会议室刚坐下，区农发
行行长刘振华就发布“新闻”：“行里筹
集了资金五万元，建立教育扶贫基金，
每学期定期资助全村贫困户的孩子们
读书。”刘振华话音未落，前些日子还
忧虑的户主詹冬春兴奋地说：“太好
了！”前两年，詹冬春的儿子因病去世，
全家生活就靠外出打工的媳妇每月寄
的几百元。“有你们教育扶贫基金扶
助，我心里乐开了花。”詹冬春笑声未

落，另一户户主杨海兰的笑声又起：
“我孙女周贵芳今年考上了九江卫校，
正愁学费呢！今天你们为我孙女雪中
送炭，太好了。”

去年，东乡区农发行来该村定点
扶贫后，建立了“四进四联四帮”扶贫
责任制，把医疗体系完善起来、把产业
培育起来、把土地流转起来。去年，全
村4户精准扶贫户摘掉了贫困帽。

这天，是东乡区詹圩镇铁山村 12
户贫困户高兴的一天。10时 30分，村
党支部书记周仁和一进会议室就大声
说：“我刚与南昌的客商达成了协议，
由客商投大头，在我们村兴建 3000亩
油茶基地，全村贫困户优先入股，每户
可入一股或多股，以一亩 2000多元的
纯收入算，四年后，每户一年可有一两
万元的纯收入。”大家齐声说：“好啊！
我们入股。”黄发木怎么也按不住心里
的激动：“周书记，我们要鼓起最大的
干劲，把油茶种好，争取早日过上小康
生活。”

中午稍过，从区新农村建设办公
室回来的连心小分队的队员又告诉大
家一个好消息：“全村有 4户贫困户的

危房改造区里已批复了，区政府补助
每户 1.65万元，给大家建新房，区农发
行将为每户补助‘改水改厕’的资金。”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村委会会
议室里洋溢着欢声笑声。

在铁山村后的江西省鑫萱农业
开发公司稻养泥鳅基地，200 多亩
稻田挖了纵横数条环沟，山坡上的
一幢泥鳅苗房快要竣工了。午饭后，
铁山村贫困户来到稻养泥鳅基地，公
司董事长乐顺龙说：“下个月稻田里
就要放养泥鳅苗了，我们公司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大
家搞稻养泥鳅致富。”“好嘛，好嘛！”
户主周小龙走到乐顺龙身傍问：“稻
养泥鳅我们没养过，能挣到钱吗？”乐
顺龙解释说：“能！稻养泥鳅这种生
态养殖技术，不仅能使水稻增产、泥
鳅增效，而且低碳又环保，加上农发
行帮扶 20万元，修了一条通往乡道的
水泥公路，运输方便，保证有钱挣。”
户主李书金说：“今天是我们高兴的
一天，我相信，有了连心小分队的真
扶贫，扶真贫，往后，我们日子一定幸
福。”

铁山村贫困户的一天
叶 枫 本报记者 宋海峰

本报讯 （记者张玉珍）近日，记
者从省环保厅获悉，日前，我省出台
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方
案，旨在贯彻落实我省生态环境保护

“十三五”规划，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
治，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
核，进一步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以
及地方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推进危
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据悉，考核方案实施分级负责考
核机制。即，设区市、省直管县（市）
环保部门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考核；省环
保厅对所有设区市、省直管县（市）环
保部门进行督查考核，并对危险废物
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抽查。

为充分应用好考核结果，省环保
厅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
纳入对地方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的指
标体系，并根据督查考核结果和工作
需要，对各设区市进行排名。对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评级为 A
或者企业抽查合格率高于 90%的设
区市、省直管县（市），在全省通报表
扬；对设区市、省直管县（市）自评结
果高于省环保厅抽查结果 20%、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评级为 C
或者企业抽查合格率低于 60%的地
区，在全省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采取挂牌督办、约谈当地政府负责
人等措施，敦促地方政府与部门落
实监管责任。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方案出台

近日，记者走进地处新余市渝水区
下村镇的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欣欣荣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只见食用菌大棚一个挨着
一个。在一间600平方米的恒温培养车间
里，员工们正忙着从自动化流水线上将一
个个香菇菌棒取下并码放好。2公斤一个
的菌棒层层叠叠，几十万根菌棒在这里静
静地等着3个月后“异地安置”，开出朵朵
清新脱俗的“香菇伞”。彼时，那一朵朵异
地开枝散叶的“香菇伞”，便成为贫困户脱
贫道路上的“幸运伞”。

下村镇党委副书记朱黎军告诉记
者：“目前全镇 18 个村共有贫困户 432
户、贫困人口 1076人。经过两年的脱贫
攻坚战，剩下的这部分贫困户贫困程度
深、脱贫难度大，需要创新扶贫方式方
法。”在区、镇引导下，欣欣荣公司积极助
力精准扶贫，探索推广“公司+农业合作
社+贫困户+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公
司自身发展的同时，既提高贫困户的经济
收入，又带动周边农户就地就业致富。公

司成立两年多来，流转土地2399亩，与全
区700余户贫困家庭签订食用菌保护价收
购协议，带动周边300余名村民就业。

据介绍，“公司+农业合作社+贫困
户+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是通过村集
体和农户共同出资入股组建合作社，公
司提供菌棒和技术指导并收购产品来实
现。合作社整合每个贫困人口3000元、
总共323万元的扶贫资金和村集体资金
共同搭建香菇种植大棚，产生的经济效
益中，按投入资金比例分红。为了防止
因自然灾害等特殊原因影响贫困户收
入，三方协商确定 450 元为每个贫困人
口的保底分红。

记者算了一笔账，合作社以每根 4
元的价格从公司购买菌棒，每个大棚放
置 6000 根，每根菌棒可产香菇 0.9 公斤
左右，按公司保护收购价每公斤 1.75元
的价格计算，每根菌棒净收益 2.3元，一
个大棚可产生 1.38万元的经济效益，每
个贫困人口每年预计有 2000 元的分

红。另外，农户通过参与大棚的日常管
理也可获得一定收入。

在下村村，记者见到了74岁的贫困
人员吴忠勤。今年 2月，他参加了村霞
泉有机香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
合作社签订了帮扶协议。吴忠勤用上级
相关部门提供的 3000 元扶贫专项资金
作为入社股金，合作社承诺年底保底分
红450元。他高兴地说：“我参加合作社
的劳动，每天还可以拿到60元工钱。”

欣欣荣公司董事长付小华介绍，公
司投资 5000 万元建成现代化食用菌生
产流水线和深加工流水线，拥有种植大
棚 7万平方米，是省内最大的食用菌生
产加工基地，在广州、南昌、萍乡等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建立了销售集散中心，产
品远销至上海、青岛和深圳等沿海城市。

小香菇撑起扶贫大产业。目前，公
司正在开辟“种植、加工、乡村旅游”的发
展模式，既为公司增产，又可帮助农户增
收致富。

8月9日，赣州市赣县区湖江镇向保洁员们配发66辆纯电动环卫车。今年以来，赣县区全面实施
农村清洁工程，向农村投放大批环卫保洁设施，大大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小香菇撑起扶贫大产业
平国旺 张太盛 本报记者 徐国平

本报万载讯 （通讯员高叙景、吴成
全）万载县鹅峰乡东田村退伍军人鲍正
生，退役不褪志，退伍不褪色，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下，租赁
土地 100 多亩建立花卉苗木基地，承包
荒山荒坡2300亩、流转残次林2200多亩
营造速生丰产林、油茶林，安排 50多名
农村劳力转移就业增收，成为该县退伍
军人勇于创业的先进典型。

近年来，万载着力搭建退伍军人创
业平台，强化部门协调，创新帮扶机制，
为退伍军人创业提供优质服务。编制了

《万载县退伍军人创业服务手册》，并在
县电视台开辟《退伍军人创业专栏》，利
用黄金时间播放他们的创业故事，宣传
创业扶持政策，在全社会营造“关爱支持
退伍军人创业”的浓厚氛围。去年以来，
已帮扶75人解决技能、市场等方面的难
题80多个。目前，全县已有86名退伍军
人创业，带动2100多名剩余劳动力就业。

万载退伍军人勇当
创业先锋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 通讯
员胡敏华）近日，记者从小蓝经开区
获悉，该区今年上半年完成主营业务
收入 582.2亿元，同比增长 20.17%；完
成财税收入 29.35 亿元，同比增长
12.84%，全区经济总量继续位居全省
前列。

今年以来，该区突出招商引资“一
号工程”，打出小分队招商、轻资产招
商、企业家招商和嵌入式招商相结合
的“组合拳”，并大力推行招商引资考

核奖惩制度，招商引资效果明显。1至
6月，实际利用外资 2.47亿美元，同比
增长 20.5%；实际利用内资 92.3亿元，
同比增长21.3%；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5
个，同比增长84%。在项目建设上，建
立了县区高层项目推进调度机制，成
立了3个项目推进小组，实行项目推进

“挂图作战”。同时，充分发挥“督查”
利剑作用，对项目前期、开工、建设、竣
工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督查，压实
工作责任，倒逼项目推进。

上半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582.2亿元

小蓝经开区经济总量继续领跑

近日，樟树市中洲乡采购价值万元的藿香正气丸、仁丹等防暑降温药
（物），送到全乡300户贫困户、农村五保户手中，图为乡、村干部和县政协委员
在该乡西塘村送药（物）。 通讯员 杜 群摄

本报上栗讯 （通讯员黎志文）近
日，走进上栗县天奇汽配生产车间，
一个个崭新的汽车发动机齿轮，正源
源不断地从450吨级粉末成形压制机
内吐出。这个专业制备精密零部件
的粉末冶金企业，一期年产量可达到
500 万件，产品主要供给海马、本田、
江淮等知名汽车生产商。这是该县
粉末冶金产业发展红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面对产业转型和县
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在主攻工
业、主攻项目过程中，把粉末冶金产
业列为核心产业发展，锲而不舍地培
育新动能、新支柱。先后与中南大
学、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高校及科
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

了粉末冶金科研中心、综合性技术检
测中心、科技创新创业中心等科研机
构。园区有 4名院士、60余名高校教
授提供科技服务。同时，与中国机械
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等
相关行业协会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络机
制，派出4支专业招商小分队常驻珠三
角、长株潭、京津冀等地区精准招商。
设立5亿元产业发展基金，并与多家金
融机构及风投公司合作搭建投融资平
台，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扶持，打造了粉
末冶金产业投资洼地。目前，该县粉
末冶金产业特色基地已引进项目 13
个。近期还将在上海等地举办粉末冶
金产业专题招商推介会，助推粉末冶
金产业集群发展。

上栗粉末冶金孕育发展新动能

万年加大扶贫领域
问题查处力度

本报万年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
王崇新）今年以来，万年县从问题线索
的收集、建档、处置、督办等环节入手，
不断优化扶贫领域线索处置模式，持续
加大扶贫领域问题查处力度，用强有力
的监督执纪问责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
纪律保障。

该县在保障传统信访渠道的畅通
外，进一步拓宽扶贫领域违纪线索的发
现和收集途径。通过培训、督查、通报等
方式，加快“三公开”信息化平台建设，提
升群众对扶贫涉农类政策资金的知情
率，激发他们的监督热情；开展监督检查
和专项巡察，实行脱贫攻坚工作督查常
态化和对“十大扶贫工程”责任单位进行
驻点巡察，对扶贫项目实施和扶贫资金
管理中的各类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
理。截至目前，全县已收集扶贫领域问
题线索56条，上半年，全县立案查处扶贫
领域违纪问题30个，给予党政纪处分26
人，组织处理19人。

东新“四个到位”和谐征迁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陈思颖）今年

以来，南昌县东新乡坚持“四个到位”，即
征收政策宣传到位、方案落实到位、工作
程序到位、资金补偿到位，加速了和谐征
迁进程。

为保障千亿建筑产业园、新洪城商
圈周边路网提升改造、济民可信等47个
重大重点项目施工，东新乡有40万平方
米的房屋征收任务，需动迁 6 个村的
1370余户农户。征收过程中，该乡首先
做到征收宣传到位，干部挨家挨户上门
讲解项目建设的意义和征收政策，既让
每户被征迁户吃透政策，又让他们对今
后的生活有良好的心理预期。此外，还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不与民争利”原
则，做到方案落实到位、工作程序到位、
资金补偿到位。截至目前，该乡共拆除
房屋595栋，拆除面积达21.23万平方米。

本报永修讯 （记者练炼 通讯
员郑文斌、胡传丰）近年来，永修县
紧紧围绕实现“五大定位”，扎实推
进“八大工程”，按照以人为本、产城
融合的发展理念，积极规划建设现
代职教园区，全力推进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产教协同创新基地建设，为
该县全面打造现代化产业新城蓄积
强大动力。

随着赣江新区的极化效应日益
显现，各类人才需求也与日俱增。为
推动赣江新区打造“中部地区制造业

基地”提供多层次人才，永修县致力
将永修职教园打造成以“四方融合”
为特色的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赣
鄱工匠”培育摇篮，成为全省技能人
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的靓丽“名
片”。据了解，永修职教园区项目总投
资 30 亿元，规划引进 6 至 8 所公办技
师学院和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规模达
到 6万人。此外，与园区配套投入 4.5
亿元的文体中心项目已经启动，学校、
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中。

永修建设职教园区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横峰推进“煤改气”工程
本报横峰讯 （通讯员王建浩、叶晓

枫）日前，在横峰经济开发区的凯怡实业
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调试刚刚安
装好的燃气烘干炉。这家贵金属深加工
企业今年投资2000余万元购买环保设备，
并使用管道天然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
这是横峰县开展降成本、优环境行动，实
现产业循环、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为有效改善城区大气环境，今年横
峰县经开区开展燃煤小锅炉污染专项治
理活动，全力推进“煤改气”工程，污染企
业一律停工停产，采取“停”“拆”“改”等
多种措施，有力遏制二氧化硫等污染物
的排放。同时，加大执法力度，督促高耗
能、高污染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煤改
气”工作。联合环保、安监等部门开展环
保大检查，共检查企业 68家，下发整改
指令52份，勒令停产企业5家。

配发环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