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综 合 ■责任编辑 张 平 陈化先JIANGXI DAILY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本报瑞金讯（记者鄢朝晖 通讯员
姜建明）日前，瑞金市民俗文化旅游节
在该市壬田镇中潭村激情上演，5天时
间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102.57 万元。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成为旅游产业红火发展的新村，这是瑞
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
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瑞金市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探索出一条绿色脱贫的新路。

该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改革力度，推进
土地流转，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一起，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了
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目前，全市有农民
专业合作社603家、家庭农场278家，合
作社成员总数达到4.78万人，成员出资
额 11.68 亿元，引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基地 83个，带动农户数 6万余户，成为
全国农业发展先进县（市）。如今，全市
发展起油茶、脐橙、蔬菜、白莲等一大批
产业，60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2万

多贫困人口走上产业发展脱贫致富的
道路。

为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该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把整洁亮丽新村与生态文明建
设相融合，把环境保护与乡村发展结
合起来，坚持不填塘、不挖山、不砍树
的原则，留住美丽乡愁，保护古祠堂、
古遗址、古建筑，推动了乡村振兴发
展。地处赣江源头的日东乡赣源村
曾因丰富的山林资源而兴，也因过度
开采山林资源而衰，是“十三五”深度
贫困村、“闹事村”，村民时常因怀疑

自己的山林被邻里盗伐，三天一吵，
五天一闹。痛定思痛，村民自觉推倒
了蘑菇大棚，保护生态环境，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开发了长约 4.2 公里、总
落差 180 多米的赣江源木鱼山丛林漂
流项目，将极限漂流乐趣与回归自然
融为一体，并发展农家乐，整修具有
山村风格的民宿，保护乡村文化，吸
引了游客慕名而来，带动了周围村庄
20 多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如今，该
村旅游产业名气大振，村民之间和睦
相处，互帮互助蔚然成风，呈现一派
和谐文明、兴业致富的景象。

瑞金乡村振兴发展走进“春天里”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服务水平，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统筹城乡发展
为抓手,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就
业扶贫领域发起攻坚，着力建设宜居宜
业新城。

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攻坚行动，
扎实推进农村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新建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城乡环境整治
活动，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实施就业
扶贫攻坚行动，出台了就业扶贫“1+5”
实施方案，搭建扶贫车间等五大平台，
加快推进就业扶贫。

实施产业发展扶贫攻坚行动。以
“培育一个产业，助推一方脱贫”为目标，
大力推进产业扶贫。一是采取“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促进贫困户增收。通
过政府引导，组建产业发展合作社，1736
户贫困户通过“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作
为本金入股，贫困户年均投资受益分红
2400 元/户,连续受益三年。二是“百企
帮百村”项目帮扶贫困户发展产业。引
进相关企业实施“百企帮百村”项目，与
该区凤岗镇长田村等建立结对帮扶关
系，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公益扶
贫，重点发展肉牛养殖等产业。三是大
力发展城效休闲农业旅游促进贫困户就
业。着力发展服务于现代都市区又兼具
农业种植、休闲旅游等功能的城郊农
业。四是村级集体经济和留用地开发促
进贫困户增收。 （肖 健 郭安平）

赣州经开区打造宜居宜业新城

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乡镇，宜丰
县花桥乡力推四个强化，抓好群防群治，积
极创建“平安乡镇”，连续5年未发生重大
刑事案件，群众满意率和安全感大为提升。

宜丰县花桥乡强化谋划部署，提升
“平安乡镇”推进力，扎实做好矛盾化
解、治安防范、隐患整改等工作，将平安
创建纳入年终综治考评，落实不到位的
进行责任倒查，取消其年终评优资格。
今年以来，该乡共排查出一般矛盾纠纷
16起，化解16起，化解率100%。

花桥乡强化宣传引导，利用沿街电
子显示屏、宣传栏、文化走廊等，广泛动
员群众参与平安建设，提升群防群治知
晓率。去年 11月，花桥、棠浦等乡镇发

生多起稻谷被盗案件。当地警方依靠群
众，很快抓获嫌犯。为提高群众治安防
范意识，该乡完善巡防队等群防群治队
伍，有效遏制农村偷盗等现象的发生。

强化排查防控，提升满意率。花桥
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排查，确保了矛
盾纠纷信息准、情况明、底数清，对排
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逐项建立台账，
明确化解责任，做到小事不出村组、大
事不出乡镇，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提升群
众的满意率。该乡还加强窗口部门管
理，落实各项便民利民举措和优化发
展环境各项措施，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和群众认可度。 （陈爱民 冷健民）

花桥乡群防群治创建平安乡镇
江西乐安工业园区前身系乐安

县乡镇工业开发区，成立于 1996年，
2014年 4月，省政府以赣府字〔2014〕
27 号文件批复同意筹建江西乐安工
业园区，筹建期间纳入省级工业园序
列管理。

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园区取得明
显成效，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产业集
聚度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明显增
强。园区基本形成了以电气机械制
造、服装加工、绿色食品加工和医药
制造为主的产业格局，2016 年电气
机械制造和服装加工 2 个主导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达到 60.3%以上，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达到

296.8 万元/亩。依据园区的实际建
设情况，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镇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现状及发展
规划，江西乐安工业园区申报建设规
模为 3.41 平方公里，分为三片区，其
中，前坪工业区规划面积 1.78平方公
里，四至范围为：东至工业大道，西
至发展大道，纵二路，南至抚吉高
速，北至南环路；厚发工业区规划面
积 1.11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为：东至
222 省道，北至横四路，西至纵五路，
南至横一路；公溪工业区规划面积
0.52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为：西起 261
大队，东至厚山水库，北至抚八线以
南 80 米，南至小溪。具体面积以最

终批复为准，具体四至范围以后续勘
测定界成果为准。

2017年11月，省发改委牵头有关
部门和专家对江西乐县人民政府申
请设立省级产业园工作进行了审
查。拟设区的建设用地符合《江西省
主体功能区规划（2013 年）》《乐安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乐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乐安县城市总体
规划（2014-2030）》等规划要求。拟
设区选址通过了省国土资源厅用地
情况报告评审、压覆矿评估和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适宜项目建设；通过
了省住建厅的城镇总体规划符合性

审查。省商务厅、省工信委、省统计
局均出具了支持意见。专家评审组
通过了《江西乐安人民政府申请设立
省级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江西乐安县人民政府设立省级产业
园工作符合赣府厅发〔2014〕23 号文
件要求，建设方案基本可行。

现将江西乐安县人民政府申报
省级产业园工作向社会公示，公示时
间为5天，自公布之日起，公众如有意
见或建议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来
访等方式向江西省发改委利用外资
和境外投资处反映。

电话：0791-88915097
传真：0791-88915154

江西乐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设立省级产业园公示

为深入推进挂点帮扶村和谐平安
建设，宁都县地税局严格按照精准扶贫
工作安排部署，始终树立“发展是第一
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思想，积极协
助村“两委”认真开展和谐平安创建，切
实做好综治维稳工作，着力提升挂点帮
扶村平安村创建整体水平。

一是加强帮扶力度，指导挂点帮扶
村综治维稳制度化建设。该局精准扶贫
驻村干部积极参与挂点帮扶村综治维稳
工作，指导村委会先后制定、完善《信访
工作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矛盾
纠纷调解制度》等一系列综治工作规范
文件。驻村第一书记担任驻村综治维稳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将驻村综治

维稳工作列入第一书记重要工作内容，
列入绩效考核内容。二是加强综治维稳
宣传教育，提高村民法律意识。通过挂
横幅、设立宣传点、张贴宣传板报和向群
众散发综治维稳相关宣传资料等方式，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村
民法律意识。三是做好安全防范，确保
挂点村和谐稳定。坚持“防治结合、预防
为主、标本兼治”工作方法，挨家挨户开
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及时
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讨会议，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一线。今年以来，宁都县
地税局挂点帮扶村综治维稳工作得到了
很大提升，未发生一起非法上访事件。

（曾小伟 邓志勇）

宁都地税：认真做好挂点联系村综治维稳工作

11月16日，德兴市昄大乡港首村付家湾，村民在加工和包装个性窗帘。德兴市以传
统窗帘为产业推动，丰富产品设计和种类，通过电商平台，将个性订制的窗帘销往各地，带
动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余江讯 （通讯员王富林、饶圣
荣）近日，行走在余江县工业园区的道
路上，150 盏 NB-IoT 智慧路灯交相辉
映，根据晚上的亮度自动调节灯光亮
度，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悉，该
NB-IoT智慧路灯由江西百盈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并于10月14日
通过中国泰尔实验室的功能及性能检
测，成为国内首家通过中国泰尔实验室
认证的NB-IoT智慧路灯。预计今年年
底建造完成 5万盏智慧路灯，力争实现

鹰潭市范围内全覆盖。
近年来，余江县积极融入鹰潭市

“两都一城”建设，大力支持发展智慧
产业，在组织协调、资金支持、人才支
撑、产学研用等方面，针对窄带物联网
发展提出保障措施。正是在这样的创
新创业氛围下，江西百盈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从 2017 年开始与华为合
作，研发基于 NB-IOT 通信技术的智
慧路灯产品，并快速推进智慧路灯的
全面商用。

余江智慧路灯成为亮丽风景线

金秋十月，苹果到了成熟的时节，在素有中国“苹果
之乡”的山东省栖霞市，满山遍野红彤彤的苹果，像灯笼
似的挂满枝头。

“感谢金彪理事长啊！他成立的合作社，使我们种苹
果有了靠山,再也不用单打独斗了。”11月 2日，记者刚来
到栖霞市桃村镇元庄村村口，正在摘苹果的果农胡学武
高兴地说。前些年，种了4亩苹果的胡学武和村里的果农
一样，丰产年苹果卖难，产量低了挣不到钱。“现在，俺们
村的苹果不用到市场上卖,通过合作社,每公斤比市场高
0.6 元。今年，俺家的苹果通过合作社，可卖到 3 万来块
钱，多收入两三千元！”果农胡如水喜不自禁，拉着邓金彪
的手连声道谢。

邓金彪是南昌县武艺阳乡摄田村农民。十多年前，
在南昌市经营果品销售的邓金彪，只身来到桃村镇租了
800多亩地种苹果。经过多年的科学种植和管理，邓金彪
的苹果基地连年丰收。在种好自己的苹果的同时，邓金
彪看到栖霞市的一些果农因“单干”导致产销脱节，种苹
果收入不高。为此，邓金彪萌发了利用自己产销一体化

的优势，带动果农致富。2010年，邓金彪成立了果蔬专业
合作社，建立了加工厂和冷藏库，桃村镇 100多户果农加
入了合作社。果农包种植，合作社包技术指导、管理，每
年以高于市场价5%收购。

元庄村植被茂密，抬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绿色中，不时
能看见红红的果实。果农胡仍奎高兴地说：“除了统一的技
术指导，苹果成熟后，社员也不再愁销路问题，合作社会帮
助大家统一销售，同时拓宽销售渠道，开设网上旗舰店、微
店，市民只需点击进入商铺就能买到新鲜的苹果，社员增收
了30%。”果农们介绍，通过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扶持，提
高了果农的组织化程度，走出了一条产销一体化、果农增收
致富之路。在桃村镇大白马奇村柳春利的苹果园里，树枝
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饱满鲜艳的苹果。柳春利说，他家果园
的优质果率从合作社前的60%提高到了现在的85%，年纯
收入达10多万元，是加入合作社之前的三倍多。据了解，
合作社年产苹果1000吨，社员户均年收入达7万多元，高的
逾20万元。下一步，合作社将延伸产业链，通过全产业链
模式，带动更多的果农致富。

产销一体果农笑
——记南昌农民邓金彪山东种苹果

本报记者 宋海峰

本报讯（记者黄继妍）近日，记者从
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获悉：10月，江
西省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
2.8%，涨幅比全国水平高 0.9个百分点，
比9月份低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
格下降0.3%，非食品价格上涨3.7%，尤其
是医疗保健类价格涨幅居第一。

据悉，从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
看，受国庆、中秋双节影响，食品烟酒

类、粮食、豆类价格微涨，菜价上涨5.9%，
其中鲜菜价格上涨 6.1%；畜肉类价格下
降9.6%，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3.7%，畜肉
副产品价格下降 9.1%，禽肉类、水产品、
蛋类价格小幅上涨。除食品以外，其他
七类价格均呈上涨态势，受我省医疗价
格改革逐步推开影响，医疗保健类价格
涨幅为12.6%，其中药品及医疗器具上涨
6.5%，医疗服务上涨15.5%。

10月全省CPI上涨2.8%
医疗保健类价格涨得最快

本报彭泽讯（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何
衍鹏）近日，记者在彭泽县太平关乡横山
村“村邮乐购”服务站看到，鱼干、葛粉、沙
琪玛等精美包装的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平
均每天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副产品260单
以上，俏销200多个城市。

该县去年 2月启动电商扶贫项目，成
立了69个“村邮乐购”服务站，凡是通过电
商平台销售的农副产品，每单提取0.5至1
元，作为横山村 19户贫困户的分红，并按
季度把分红的钱送到他们手中。据统计，
该县电商扶贫项目实施以来，“村邮乐购”
服务站仅沙琪玛就销售 6.3万单，单品销
售业绩在全国邮政电商中排名第三。

目前，该县 69个“村邮乐购”服务站，
每天销售农副产品5000单以上，最多的一
天销售农副产品1万多单，昔日“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 20多种农副产品，如今“走”四
方，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贫困户
脱贫致富。

彭泽开展电商扶贫
每天销售 5000单以上

本报新干讯 （通讯员李小丽、罗小
群）11 月 8 日，新干县潭丘乡卫计办组织
医务人员来到因病返贫建档立卡扶贫
对象陈菊生家，详细讲解健康扶贫有关
政策，并为他进行血压、血糖等免费健
康体检。

今年以来，新干筑牢居民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大病医
疗救助、提高医疗费用补偿标准和特大
病医疗费用再次救助“六道防线”，由县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支持，确保贫困
户看病自付比例不超过 10%。该县大力
构筑健康扶贫便捷服务通道，对贫困户
统一建立健康扶贫档案，发放就诊卡，
开通绿色通道方便快捷地为贫困人口服
务。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报销多头
跑及报销难的问题，该县在县人民医院
设立了贫困人口“一站式”结算窗口。
该县还加大健康扶贫对象的服务力度，
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系列活动。
从 2016 年 5 月开始，全县已投入 27 万
元，先后开展 40 多次送医送药进村入户
活动，为 1600 多名贫困人口提供健康体
检；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按照为每
名贫困人口确定一所定点医疗机构、明
确一个家庭医生团队、签订一份服务协
议书等“八个一”要求。目前，该县贫困
人口免费健康体检率、健康档案建档
率、家庭医生免费服务率三项指标均达
到 100%。

送医送药送保险

新干实施健康扶贫

本报井冈山讯（记者刘之沛 通讯员邓勇伟）井冈山
市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崛起”发展战略，始终扭住经济开
放发展中招商引资“第一菜单”不放松，围绕“生态+”产业
体系招大引强，不仅结出了央企入井、民企入井、井商回
归的硕果，更通过 IPO绿色通道政策引得总部经济企业纷
至沓来。今年1至10月，该市招引项目34个，引资项目金
额105亿元，总部经济企业达16家。

该市牢牢抓住项目招引这个“牛鼻子”，充分利用政
策、资源、品牌等优势，重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旅游产
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产业，大力实施“招大引强大
会战”活动，使得大型央企国企纷纷落户井冈山，有效带
动了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打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巧借国家证监会为贫困县开辟 IPO绿色通道这一利好政
策，井冈山市更积极抢抓机遇“上联下接”，加大总部经济
招引力度，先后引进了深圳蓝海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立
茂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禾田精密光电有限公司、江西凤翔

传说整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总部经济企业落户井
冈山。而本地企业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井冈
山华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井冈山市井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井冈山生力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也在积极
筹备上市工作。

为拓宽总部经济面，扩大总部经济量，井冈山市除了
建设总部经济大楼，为总部经济企业集中办公、资源共享
提供平台，让其在良好的办公环境里安心发展外，还大力
探索组建了以井冈山为注册地的井冈山银行、井冈山保
险公司和商会大厦等总部经济，并充分利用“证监会鼓励
上市公司、证券机构等市场主体设立或参与市场化运作
的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政策，与赣州银行合作成
立 9亿元的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打造基金小镇、

“互联网+金融”项目。同时，通过兑现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1600余万元，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为企业上市发展
吃下了“定心丸”。

迈出开放脚步 结出经济硕果

井冈山借势发力IPO项目

订制窗帘

丰城市素质教育基地落成
本报丰城讯（通讯员李海坤）11月18

日，“丰城市青少年户外素质教育基地”授
牌仪式在茜瑞乐园隆重举行。

专注青少年成长，提高素质教育。丰
城市引进茜瑞乐园旅游文化项目，总投资
约3.6亿元，总规划用地为630多亩。茜瑞
乐园采用全新寓教于乐的体验方式进行
素质教育，将传统旅游游乐和青少年素质
教育相结合，运用现代的体能素质教育和
思想教育相结合、商业运营与综合素质教
育相结合的方式，打造成为集素质拓展、
观光旅游、体育赛事、演艺会展为一体的
综合性旅游文体休闲乐园。

本报新余讯（记者张衍 通讯员高
浪）11月12日，记者来到分宜县高岚乡夏
塘村，只见一名工人使劲敲击塑料桶，片
刻后上百头野猪从林中跑出来，等待着
主人给它们“加餐”。这是该市发展特色
林业实现“绿富美”的鲜活事例。

近年来，新余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念好“山字经”，种
好“摇钱树”，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发展
林业经济。通过大力发展高产油茶、苗木
花卉、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

2016年，全市林业总产值达105亿元，同
比增长12%。

截至目前，该市拥有高产油茶林面
积 18 万亩、林下经济面积 35.02 万亩、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 55家。全市有
省级及以上林业龙头企业 30 家，其中
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2家，先后打造了
新余蜜橘、“岚森牌”特种野猪等多个名
牌产品，该市被命名为“中国蜜橘之
乡”，分宜县被命名为“中国特种野猪养
殖之乡”。

新余特色林业撑起“绿富美”

本报乐安讯 （记者陈青峰 通讯员
刘宏）濒临灭绝的地方优良品种乐安花
猪，经该县返乡创业能人蔡立群回乡创
办“花猪”保种场，推广传统生态喂（放）
养模式，成为江西省著名地方良种猪和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近年来，该县通过提升农产品的生
态价值，大力提倡有机和绿色种养技
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同时，出台相关
政策，鼓励农产品创品牌，扶持龙头企
业、经济组织和贫困群众申报和创建有

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加快本地农产
品认证，为农产品品牌和生产基地建设
开设绿色通道。

该县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鼓励
特色农产品采用“直销”模式进军高端
市场。出台更加有力措施，鼓励龙头企
业、农村能人、新经济组织带动贫困群
众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QQ农场”

“私人订制”“互联网+农业”等生态农
业。目前，乐安花猪、生态红米、稻花鲤
鱼等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乐安优质农产品俏销全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