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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市赛湖农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何育锋 邹中华 何深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瑞昌市赛湖农场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设秀美乡村，让
百姓生活更美好。

11 月 6 日，笔者来到苏家墩居民
区，一排排农家别墅整洁有序，米黄色
的墙面，深蓝色的坡屋顶，在蓝天白云
映衬下，非常美丽。居民区已硬化、绿
化、亮化，并建了文化活动中心、文化长
廊等设施，安装了健身器材，与城市居
民区比，一点也不逊色。居民喜笑颜
开，写诗赞颂：“饮水工程施甘露，绿化
亮化美家园。旧房改造描新景，新村建
设谱华章。”

徜徉在苏家墩居民区，真切地感受
到天蓝、地绿、水碧，居民穿着时髦，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对村庄进行综合整
治，建设整洁美丽、和谐
宜居新农村

赛湖农场毗邻赛湖、安定湖和长

河，1998 年特大洪水，赛湖农场一片
“泽国”，大部分房屋被洪水淹没。痛定
思痛后，瑞昌市对居住在赛湖农场地势
低洼处的居民进行搬迁，安置在苏家
墩、燕山凹、螺丝港等地势较高的地方
重建家园。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市实行
统一安置，分户建设，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基础设施不完善。同时，村庄管理
也不规范，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乱
飞，居民意见大。

为此，赛湖农场按照“干干净净、漂
漂亮亮、井然有序、和谐宜居”的要求，
对村庄进行综合整治。投入 4374 万
元，对苏家墩、燕山凹等地 2961户居民
的危房进行改造。同时改水、改厕、改
厨房，彻底改变过去烟熏臭气的面貌。
家住苏家墩居民区的江海勇，房屋改造
前漏水严重，厨房里是砖砌的烧柴灶，
卫生间里又没有自来水，房屋内臭气难
闻。如今，他家的厨房和卫生间的墙
面、地面贴了瓷砖，用上了煤气灶和自
来水。江海勇笑着说：“危房改造后，我
家不仅建了坡屋顶，而且对厨房和卫生
间进行了改造，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

生活。”
为建设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农

村，赛湖农场今年整合民生资金 1000
多万元，对苏家墩、燕山凹、螺丝港等居
民区进行综合整治，改路、改水、改房、
改厕，完善基础设施。同时，绿色、美
化、亮化居民区，惠及 3500户、1.5万多
名居民。

苏家墩居民区有 5 个居民点，近
2000 户、近万人。这里过去猪栏、厕
所和杂物间建在道路两边，不仅不美
观，而且影响了居民出行。同时，房前
屋后杂草丛生，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河
道里，污染了河道。今年，赛湖农场整
合民生资金近 700 万元，对苏家墩居
民区进行综合整治，已拆除猪栏、厕所
和杂物间共计 150 多间，面积 4000 多
平方米；新修了一条宽 6米、长 1000米
的公路，方便居民出行；按照“三统
一”的标准对屋顶进行改造，即坡型统
一、材料统一、颜色统一，建设“全坡
型”屋顶，做到颜色、样式和谐美观；
居民区建有停车场和休闲广场，前面
的池塘岸边建有休闲步道和休息凉

亭，切实提升居民区品位，进一步提高
居民幸福指数。

家住苏家墩居民区的曹细枝，是一
名广场舞爱好者。她过去夜晚经常到
离家 2 公里外的安定湖边上的广场跳
广场舞，遇上下雨天就无法跳。如今，
她高兴地说：“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家
门口的休闲广场跳广场舞，有时还在休
闲步道上跑步，太方便了。”

开展农村环境整治
“百日会战”，严格执行河
长制，让生态环境更优美

赛湖农场地处城乡接合部，与瑞
昌市工业园毗邻，建筑垃圾多、生活垃
圾多、工厂废料多，污染了环境，影响
了居民生活。今年 6 月，赛湖农场开
展农村环境整治“百日会战”，对境内
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厂废料和渣
土进行清除，共清除垃圾 3130吨，清除
杂草面积 3000平方米。同时建立巡查
制度，组织人员日夜不间断巡查，如发
现乱倒垃圾者，不但要求其清除垃圾，

而且还要进行处罚，以儆效尤；加强日
常管理，在工业园附近和三经渠安排
了 3 名保洁员，专门清扫白色垃圾和
生活垃圾。“现在很少有人乱倒垃圾，
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赛湖农场环卫所所长徐瑞
建说。

赛湖农场严格落实河长制责任，
居民区实行雨水和生活污水分流，家
家户户建有化粪池，居民区建有“三格
式”污水处理池，污水达标排放。同
时，对赛湖、河流、池塘等地方的垃圾
和杂草进行清理，并拆除禁养区内的
9 户畜禽养殖场。安排 15 名保洁员，
对境内 11.9公里的长河进行保洁和巡
查，及时清除河道和岸边的垃圾；及时
清除捕鱼的“迷魂阵”。实施滴灌，精
准施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让河湖碧
水长流。

河水悠悠，湖水清清。笔者在长河
和赛湖看到，波光粼粼，清澈见底，在阳
光的照耀下闪着点点星光，长河水、赛
湖水变清了，像一条漂亮的带子飘绕在
山间田野。

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笔者来到赛湖农场的现代农业示
范园花卉基地，非洲菊和多头菊竞相绽
放，39个大堋里栽种了 20多种颜色的
鲜花，俏销上海、广州、温州等城市。据
了解，一束鲜花20支，每束鲜花批发价
格7至8元，效益高。

该园规划总面积 2.14 万亩，按照
“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园”“现代农业示范
园”“科技示范园”三位一体的发展思路
和争创国家级“三园合一”的发展目标
进行建设。今年，赛湖农场整合资金
1000多万元，进一步完善了该园基础设
施，新修道路8公里、沟渠9公里、泵站1
个，平整耕地1300亩；投入380万元建了
智慧园区；投资 500万元建了稻油两熟
等9个试验示范项目和粮油加工项目。

目前，该园已进驻企业 6 家，其中
省级龙头企业3家，九江市级龙头企业
3家；农民合作社20家、家庭农场12家、
100亩以上专业生产大户30户，联系带
动农民1.2万多人，促进了农民增收。

认真学习、大力宣传、深入领会、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全省农
商银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江
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组织带领全
省农商银行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江西省联社党委组织全省农商银
行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党的十九
大开幕会实况，原原本本学习了党的
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覆盖到每一个层级、传达到每
一名员工。同时，组织广大干部员工
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通过
自学、宣讲、培训、专题辅导、交流研讨

等多种形式，结合工作实际谈感想、谈
认识、谈打算，务求融会贯通、知行合
一，保障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部署在全
省农商银行落实落地、开花结果。

江西省联社党委强调，全省农商
银行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要深刻领会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深刻领会
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
特点，深刻领会把握分两步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深
刻领会把握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把握好新发展
机遇，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的效率和水平，着力防范和处置金
融风险，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为建
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提供更有力的金
融支撑。

在新时代担负起新的金
融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农商银行
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坚持服
务实体经济初心，担负起新时代新的
金融使命。

江西省联社党委提出，全省农商
银行要聚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
加主动精准地服务中央大政方针和
省委、省政府发展战略，担负起“金融
赣军”主力银行的责任使命。要聚焦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重点支持普惠金
融、小微企业、三农、脱贫攻坚方面的
融资需求，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
活水。要聚焦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需要，加快拓展消费金融、绿色金
融、供应链金融和民生金融，切实提
高金融供给质量与效率。要聚焦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
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加大金融
扶贫资金投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力量。要聚焦社会安全稳
定大局，坚决守住金融风险底线，发
挥本土最大银行在维护地方金融安
全中的关键作用，以金融稳定服务经
济转型发展顺利推进。要聚焦可持
续发展能力提升，始终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组织开展“质量管理
年”行动，为实现“百年老店”奠定质
量基础。

（吴 晓 吴 衍）

担负起新时代的金融使命
——江西省农商银行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11月9日，记
者从省文化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
转发了由省文化厅、省工信委、省财政厅
联合制定的《江西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下称《计划》）。《计划》指出，到2020年，
我省的传统工艺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
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收入
以及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将得到明显
提升。

根据《计划》，今后，文化部门将进一
步推动我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进入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并以我
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基础，
对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生产规模、有发
展前景、有助于带动就业的传统工艺项
目，建立江西省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重
视对中青年传承人的培养，注重“传”与

“承”两个环节。今后，在传统工艺项目
优秀中青年传承人申报“代表性传承人”
时，可以适当降低其从业年限要求，以增

加传统工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人数，
形成合理梯队。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
通过建设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鼓励代
表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开展研
究，设立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等。支持
有条件的学校帮助传统工艺传承人群提
升学历水平。对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省
级濒危传统工艺项目加快实施抢救性记
录，落实保护与传承措施。

《计划》指出，今后在传统工艺集中
的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小镇、特色小
镇、传统村落、“非遗”展示馆、博物馆、古
玩场所、文创产业园、精品旅游线路等
地，将设立传统工艺产品的展示展销场
所。同时借助新兴媒体开设相关专栏，
集中展示、宣传和推介具有赣鄱地域特
色的传统工艺产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传统工艺企业，建设传统工艺展示、传习
场所和公共服务平台，举办传统工艺的
宣传、培训、研讨和交流合作等活动。

培养传承人 展示工艺品

我省出台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本报贵溪讯（通讯员黄享成、罗琦）
贵溪市强化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目前，全市有民营企业 3600
户、个体工商户1.75万户、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93家、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32家。

近年来，该市搭建招强引大平台，建
立市领导挂点联系民营企业工作制度，
对大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名县级领
导、一个责任单位、一名责任人、一套服

务班子”工作机制。规范减少涉企收费
项目，明确规定外来投资企业所实行的
优惠政策。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以
来，该县金融机构共为 152 家民营企业
融资 615亿元，发放小额贷款 216亿元；
县里与银行签订 20 亿元产业引导基金
框架协议，支持民营经济产业升级、技术
创新；推出 15 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推介项目，总投资逾165亿元。

贵溪助推民营经济加速跑

11月1日晚，国网赣州供电公司驻上犹县水岩乡
金盆村精准扶贫工作队正会商工作，工作了一整天的
帮扶干部田莲娣突感腹部剧痛难忍，被紧急送往县人
民医院救治，初诊为劳累过度引发急性胆囊炎，需住
院治疗。7日下午，连续住院几天的田莲娣实在按捺
不住焦急的心情，拔掉输液针头，乘车赶回几十公里
外的扶贫工作岗位。

“她工作真拼命！好一个扶贫‘铁娘子’。”采访
过程中，记者不断听到大家对 37岁的田莲娣的交口
称赞。

小身板蕴藏大能量
7日下午，听说田莲娣坚持带病赶回扶贫工作岗

位，记者赶赴水岩乡金盆村采访。个头不高、身材偏
瘦，眼前的田莲娣似乎很难与“铁娘子”的形象对上
号。“人不可貌相，她做精准扶贫工作真是巾帼不让须
眉！”金盆村第一书记蔡隆淮说。

水岩乡金盆村是省级贫困村，共有贫困户 194
户、663人，其中125户、432人由国网赣州供电公司结
对帮扶。该村自然条件较差，人口多，底子薄。为啃

下这块脱贫攻坚“硬骨头”，今年 8月，国网赣州供电
公司为充实精准扶贫工作力量，将在上犹县供电公司
负责档案管理工作的田莲娣确定为驻村工作队员。

“她心细、有耐心、肯吃苦。”正如上犹县供电公司
经理卓勇所言，田莲娣白天上门向贫困户做好安居住
房、种植养殖等政策宣传落实工作，晚上加班整理资
料，尽心尽力做好驻村工作队基础工作。

“我想认她当闺女”
“与其苦口婆心说给群众听，不如诚心实意放下

身段做给群众看。”初到金盆村，为了尽快拉近与贫困
户的距离，田莲娣自有一套。

“田莲娣说话和气，做工作接地气，很快就融入农
户中。她还是个闲不住的人，看见有的家里老人还没
吃饭，总是撸起袖子就帮助洗菜、淘米、炒菜，风风火
火地忙活起来。”同事黄立竹这样说道。

金盆村下肖组低保户黄群香今年 74岁，平日一
人独居。为帮老人解闷，田莲娣时常帮老人打扫卫
生、收拾屋子。一来二去，老人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
个“闺女”。

前几天，黄群香的手意外摔伤了，田莲娣得知后
赶紧帮助联系医生看病抓药。“小田经常来看望我，帮
我解闷，她说话做事都很合我的心意，我就相信她，我
一直说想认她当闺女。”黄群香告诉记者。

“我对帮扶干部很满意”
“戴师傅，这是帮你销售鸡鸭的 330 元，你数数

看。”11月 7日，在金盆村塘头组，田莲娣上门后掏出
钱塞到贫困人员戴光庆手中。

以前，戴光庆依靠做零工挣点钱，收入不多。经
过帮扶干部做工作，他树立信心开始了鸡鸭养殖，日
子一天天好起来。“田莲娣帮助我卖出土鸡鸭 200多
只，光这项就增收1万多元。我对帮扶干部很满意。”
戴光庆说。

为鼓励结对的扶贫户开展鸡鸭养殖，田莲娣采购
鸡苗 2000羽，免费发给 20余户贫困户。为帮助 30多
户贫困户解决鸡鸭等土特产品销路难题，田莲娣经常
热心帮忙联系售卖。近几个月，田莲娣和驻村工作队
员先后帮助贫困户销售鸡鸭 1000多只、土鸡蛋 2000
余个、生态稻米5000余斤，贫困户增加收入7万余元。

脱贫攻坚的“铁娘子”
——记上犹县精准扶贫帮扶干部田莲娣

尹 勤 何昌盛 本报记者 唐 燕

11月12日，万年县陈营镇社里村千亩珍珠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吊蚌。近年来，
万年的珍珠生产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先后研究生产出异形珠、空心珠等淡水珍珠
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珍珠养殖珍珠养殖

本报庐山讯（通讯员莫凌娜）11月9日，国网庐
山市供电公司召开神灵湖码头港口岸电二期项目
推进会，全力推进项目落地。

庐山市供电公司安排专业人员主动上门服务，
提供“电能替代”电力设施运行支持；加大电力配套
电网改造，确保电能替代项目无延时送电、无障碍
接入；加大电能替代推广实施力度，让靠岸的船使
用清洁绿色电能，远离难闻的柴油味。据悉，该项
目投运后，预计年替代电量达130余万千瓦时，累计
减少标煤燃烧 429吨、二氧化碳排放 105.9吨、二氧
化硫排放31.8吨、氮氧化物排放1.6吨。

庐山市大力推广电能替代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11月 8日，第 31届华东
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评选暨出版发行研讨
会在福建福州召开。记者从江西人民出版社获悉，
此次会议评选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 150种，该
社选送的16种图书获奖。

江西人民出版社获奖的 16 种图书中，《〈红色
中华〉全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
果》《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当代中国政治伦理
丛书》《为了可爱的中国：诵读方志敏》等 5 种图书
荣获一等奖，同时还有《华为管理课》等 11 种图书
获得二等奖。

江西16种图书获奖
他做过木匠、补锅匠、油漆匠，最终

却成为一名优秀的“鞋匠”。7 年前，他
远赴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屋脊”上建起
第一个工业园区。不久前，他被埃塞俄
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授予“埃塞工
业之父”荣誉称号。这位走向非洲的探

路者，就是江西省赣商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华坚集团董事
长张华荣。

1958年，张华荣出生于南昌市高新区麻丘镇一个穷困
农家。张华荣当过兵，做过木匠、补锅匠、油漆匠……1984
年，他和家人一起凑了4000元钱，买了3台缝纫机，请了8个
工人，在村里办起了一家鞋帽厂，生产当时流行的“北京布
鞋”。从此，他成了一名“鞋匠”，并立志“做全世界女人最喜
欢的鞋匠”。

1996 年，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张华荣带领 80
名家乡“子弟兵”，来到了广东东莞，盘下了一家即将倒闭
的鞋厂，开始了艰难的二次创业。没有现代化设备、没有
管理人才，也没有稳定的订单，张华荣很快就负债累累，但
最终以诚信、品质以及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认
可，硬是将死亡线上的华坚鞋业拉了回来，并焕发出勃勃
生机。

“创业不辞辛苦，成功心系红土。”2002年，张华荣投资5
亿元建设赣州华坚国际鞋城，年产能逾千万双，成为集团最
大的制造基地，华坚也由此率先在行业内成功实现产业转
型。目前，华坚集团是全球中、高档真皮女鞋规模最大的制
造企业之一，年产中高档真皮鞋2000万双。

2011年，张华荣走上了国际舞台。这一年，他以前瞻性
的战略眼光和过人胆略，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走进非洲，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投资建设华坚集团非洲女鞋OEM制造基
地，该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短短 3个月，创造了埃塞的

“华坚速度”，也创造了“在非洲最穷的国家生产出美国最主
流的女鞋”的神话。

“我们希望能做些有益的事、更长远的事、有价值的事，
不断增强在埃塞俄比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成为我国软实力
输出的重要渠道和‘走出去’的重要名片。”张华荣说，未来将
积极推进华坚集团第二个“非洲五年发展规划”的实施，致力
于为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张华荣有一个宏伟的
计划：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解决10万人就业，将企业产值
做到200亿美元。

【张华荣寄语】
首届世界赣商大会将增强在外发展的江西企业家们

“共话家乡”这一情结，增加信息互动、政企合作的机会。希
望借助这个平台，在学习、提升自己的同时，找到更多的商
机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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