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0 日，游客走进婺源县
镇头镇冷水亭村，只见穿村而过
的小溪流水潺潺，两边的徽派建
筑白墙黛瓦、飞檐翘角。整个村
庄干净整洁，规划建设协调，处
处体现出乡村古朴风貌。有村
民坐在跨溪而建的亭子里，惬意
地聊天、喝茶、赏鱼。

2014 年，冷水亭村确立了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本，产业发
展带动为纲，生态文化弘扬为
魂，努力实现村美民富”的发展
目标。几年来，该村争取各类项
目资金 260 余万元，修建了村内
休闲广场、村级便民服务中心、
休憩凉亭，对进村公路、村内主
干道、沿河石磅、污水处理管道
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提升。

冷水亭村党支部书记王津
介绍，该村在抓好农村垃圾和生
活污水收集治理的同时，重点疏
浚了水流，重建石堰，分批次投
放鲫鱼、荷包红鲤鱼等鱼苗，稻
田用竹篱笆隔开。同时，在溪流
上重建了 3 座古色古香的凉亭，
村内用青石板连接每家每户，沿
途有古老的桂花树、枣树，菜园。

“秀美乡村建设体现了村里
自有的资源禀赋，还原了婺源小
桥流水人家的典型乡村风貌，成
了小有名气的美丽乡村点，当然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婺源县委
办公室“秀美乡村建设”调研组
的专业人士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冷水亭还建
成了该县首个村级老年之家，为

老人休闲娱乐提供场所，80岁以
上的老人可以享用免费的午餐，
目前有16名老人在这里用餐。

2017 年 3 月，冷水亭成立了
集体经济合作社，通过劳动合
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
途径，广泛吸纳农民和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入社。合作社成
立后，全村180多户居民中有132

户踊跃报名参与众筹，募集股金
55.2 万元，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也加入了合作社。同时，对全村
劳动力进行登记雇佣，既实现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也解
决了田由谁来种的问题。

王津说，在乡村旅游方面，下
一步将推动冷水亭至磻坑游步道
和生态观光采摘园建设，发展亲

子娱乐、驿道徒步、休闲垂钓、农
趣体验等项目，通过在全域旅游
中找准位置，来分享红利。

如今的冷水亭村，街头巷尾
净了，村容村貌靓了，民风村风
淳了，老百姓的家乡自豪感和满
意度高了，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增
强了，全村展现出“整洁美丽、和
谐宜居”的乡村形象与魅力。

美好家园我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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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流水人家 村庄原来这么美
5 月 31 日，记者从修水县公安

局获悉，修水县警方在九江市公安
局局技侦、网安部门的支持下，侦破
省公安厅督办“2018－42”号毒品目
标案件，摧毁了一个特大微信贩毒
团伙。

据民警介绍，去年12月，修水警
方在查处涉毒案件时发现，一些毒
品来源于一个叫“单机”的微信号。
经初查，这个微信号通过微信朋友
圈向外发布贩毒信息，买家通过微
信红包将毒资转给“单机”，“单机”
再把藏匿的毒品拍照处理后通过微
信发给买家，整个交易人货分离。

鉴于该案涉及面广，修水县公
安局及时抽调骨干民警成立专案
组，同时争取九江市公安局技侦、网
安部门支援，迅速开展侦查。经过
近5个月的精心运作和细致排查，专
案组基本查实该团伙成员身份信息
及作案规律。该团伙以戴某某、桂
某为首要分子，从外地购买毒品后
进行“打包”，雇请多人与吸毒人员
交易，团伙成员的生活手机和作案
手机分离。嫌疑人在修水县城租住
多处民房，成员住宿分离。

5 月下旬，专案组制定了详细
抓捕方案。修水县公安局主要领
导带头部署和参战，抽调 50 余名警
力 分 成 若 干 个 抓 捕 小 组 进 行 抓
捕。同时，法制、网安、刑侦技术中
队提前介入，配合收网。在各部门
协作下，经过 4 天通宵蹲守和连续
作战，警方先后在多处出租屋内将
桂某等 11 名团伙成员抓获，并顺藤
摸瓜抓获近 40 名购买冰毒的吸毒
人员。同时，多个办案部门通过对
案件深挖及外出追逃，抓到另 5 名
犯罪嫌疑人，带破多起零包贩毒案
和容留他人吸毒案。至此，一个特
大微信贩毒团伙被彻底摧毁。

目前，桂某等 16 名贩毒团伙成
员被刑事拘留，其余 42 名吸毒人员
被行政处罚。

修水警方摧毁
一微信贩毒团伙

熊智华 本报记者 邹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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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德兴市花桥镇昭林村村
民沈得罗，是一名体弱多病的贫困
户。然而，身体康复后，他创办了一
家养护院，照顾身体不适的老人，也
希望自己可早日脱贫。

2006 年，沈得罗在浙江嘉兴某
医院谋得一份护理工作，因为工作
到位，勤学苦干，受到医院领导和患
者的好评。

之后，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自
己又患上了脑梗、心脏病，还因为结
石摘除了胆。2013 年底，沈得罗辞
去从事了 7 年的护理工作，回家养
病。2015 年初，村里为沈得罗办理

了低保，并将他家纳入了精准扶贫
户，建档立卡进行帮扶。但他很清
楚，彻底摆脱困境要靠自己。

2015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沈得
罗无意间得知，一户村民家兄弟姊
妹几人因为没有时间照顾瘫痪老人
而互相指责。“我有7年护理经验，为
什么不利用这个技能脱贫摘帽？”那
一夜，这念头让沈得罗兴奋得一宿
没合眼。

沈得罗到周边乡村收集老人和
其子女对进驻养护院的意见，查找适
合开办养护院的场所，向亲朋好友筹
借资金，还贷了款。

之后，沈得罗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帮助下，租到一处闲置办公楼。
经改造和装修，2015年10月，沈得罗
的养护院正式开张。

5月28日，记者来到位于德兴市
银城街道铁石山的一个僻静山凹，
见到一个青砖围成的院子。围墙上
爬满藤蔓、迎风摇曳，墙脚下一垄垄
的茄子、辣椒、豆子长势喜人。若不
是进门处的红底金字，让人很难想
象这里就是沈得罗办的“德兴市金
美德养护院”。

记者到养护院时，沈得罗正和
护理人员帮程玉老人处理因血液循

环不好引起的皮质溃烂问题。经处
理，老人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程玉今年77岁，5个子女全在外
地打工。程玉的老伴去世后，子女们
曾请人照顾老人，“每月要付3000多
元雇人，还只负责买菜烧饭。”经人介
绍，今年 5月 23日，程玉住进了金美
德养护院。“这里伙食好，伙伴多，照
顾得好，收费更便宜。”程玉说。

医者仁心，做养护亦是如此。沈
得罗告诉记者，来养护院里的大多是
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子女又没时间照
顾的老人。“我来自农村，曾疾病缠
身，能体会到这些老人的感受。”

正是缘于这份感情，身为贫困
户的沈得罗，在建院之初，坚持让老
人“住得开心、吃得放心、养得舒心”
的办院原则，即便是在养护院举步
维艰的时候，也不降低要求。两年
来，先后有 40 多名老人入住金美德
养护院，除正常病故或康复出院的，
没有人中途退出。

“这些年，我接受了太多人的帮
助，办养护院不仅给了我回报社会
的机会，还为我找到了脱贫的路
子。”沈得罗坦言，脱贫路上，苦一点
累一点都值得。他会坚持走下去，
造福他人，也成就自己。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在兴国
建5个专家工作站

本报兴国讯（记者钟端浪）“我们不走过
场，帮扶就应该是长期的、持续的、有效的，医
院有哪方面需要，我们就提供哪方面服务。”
日前，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首席专家凌锋教授一行 9 人，来到兴国县人
民医院，着手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
队伍。

在兴国人民医院，志愿医生团队不仅与
医院各个科室骨干一一对接，还深入科室，了
解各科室专业发展瓶颈，并通过教学、查房、
病例讨论、手术等方法，及时解决医务人员在
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此外，志愿医生团队在
该院建立了梁爱军显微外科工作站、李冬梅
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站、陈志重症医学工
作站、姚刚头疼门诊工作站、王俊肛肠外科工
作站 5 个工作站，对兴国人民医院进行持续
帮扶。

据了解，中国志愿医生团队是一个致力
于为贫困地区老百姓带来“家门口”专业医疗
服务，为扶贫地区医疗机构送来先进技术、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队，为健康扶贫
贡献力量的专业组织。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我省一图书入选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5月31日，记者获

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国家新闻
出版署公布 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
优秀出版物目录，我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
版的《与兽为邻》入选，这是我省此次唯一入
选的出版物。

《与兽为邻》是一部散文式的动物小百
科，将每种动物的习性和故事娓娓道来，既有
科学知识，又有人文典故，还具生活气息。

据悉，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
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并开展相关阅读活动的通知》，要求把这些推
荐出版物纳入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目录，中心
城市新华书店、各网络书店进行集中展示
展销。

隧道内拍婚纱照被及时劝离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近日，九龙湖隧

道巡视人员何尚武于凌晨时分像往常一样巡
视时，发现有人在隧道内拍摄婚纱照，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为防止发生意外，何尚武通
过劝诫的方式，及时将他们带离隧道。

南昌市道路管理部门表示，拍婚纱照本
是一件浪漫、温馨的事，但在隧道内滞留，极
易发生安全事故。尤其是夜间，隧道行车光
线不是很好，如果出现事故也很难及时采取
处理措施，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

多举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罗建宁）据悉，南昌

市西湖区发改委找准服务切入点，多措并举，
为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服务。

据了解，西湖区发改委通过消除制约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优化发展环境，进一
步清理和减少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设立行政投诉中心，对一些因机关工作人
员职责履行不到位、作风不严不实、不能及时
协调处理的问题，查实情况后严肃问责，促进
区内非公经济发展。

捐赠净水机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信丰讯（通讯员施红）5月30日，为

解决贫困群众和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信
丰县林业局与爱心人士在崇仙乡荫桥村举行
净水机助力精准扶贫捐赠仪式。捐赠仪式
上，爱心人士现场将价值 4万多元的 20台家
用净水机捐赠给该村20户贫困户，向荫桥小
学捐赠价值1万多元的净水设备。

这个贫困户花甲之年创办养护院
造福他人 也希望自己早日脱贫

程志强 何 潇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5
月 30 日，记者了解到，南昌及时拨
付 各 城 区 被 征 地 农 民 社 保 资 金
15.6014 亿元。至此，各城区 2015
年至 2017 年新增及以前年度遗留
的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政府
承担的一次性缴费补贴全部拨付
到位。

为解决2013年以来南昌市被征
地农民参保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该
市建立了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和个
人缴纳等多渠道筹集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险资金的机制。去年9月，南昌
市启动被征地农民参保遗留问题解
决工作，按时间节点将 2013 年 12 月

31日前通过资格认定未及时参保缴
费、已征地未上报或漏报的，以及
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新增的被
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体系。据统
计，南昌市各城区 2015 年至 2017 年
新增被征地农民参保人数为 37694
人，2017 年补办被征地农民参保人
数为15833人。

南昌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次
性解决被征地农民参保工作中遗留
问题，将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
民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体系，最大限
度保障了南昌市被征地农民的利
益，有利于南昌市城市化、工业化进
程健康有序发展。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5月
31日，记者从南昌市了解到，该市东
湖区、西湖区、青山湖区、青云谱区、
新建区、湾里区、高新区、红谷滩新
区共有 10 个地块即将启动棚改，征
收地块的总用地面积 3435.01亩，涉
及征收总户数15170户。

《南昌市重点工程管理办公室
南昌市 2017-2018 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期）成交公告》显示，即将启动的
棚改项目总投资按可研估算为总投
资 139.1248 亿元，项目建设期限暂
定为 3年。10个地块征收房屋总建
筑面积 220.58 万平方米，征收总户
数为15170户。其中，城镇住宅面积
45.94万平方米，城镇住宅户数 5254
户；城中村面积 174.64万平方米，城
中村户数 9916 户，安置房总用地面
积 1032.66 亩，安置房总建筑面积
245.17 万平方米，安置房住宅建筑
面积 206.51万平方米。本次征收房
屋拟采用货币补偿方式与房屋产权
调换两种方式。

南昌10个地块即将启动棚改
涉及征收总户数1.5万余户 包括绳金塔周边、二七北路、罗家镇等区域

南昌拨付被征地农民
社保资金15.6亿元

东湖区
二七北路地块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七北路以东，京九线以西北
京西路立交桥以北，征收总户数
1233户。

阳明路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
目：上下沙窝路以北、三经路以西、
西货场以西；西临马家池，征收总户
数1301户。
西湖区

金盘路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广场东路以东、广场南路以东、金盘
路两侧、丁公路以西，征收总户数
900户。

绳金塔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
目：十字街以东、江电小区以南、井
冈山大道以西、洪城路以北，征收总
户数850户。
青山湖区

罗家镇城中村改造（二期）棚户
区改造项目：罗家镇濡溪村和货场
村，征收总户数2061户。

青云谱区
八大山人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

项目：东至洪都铁路专线、南至昌南
大道、西至京九铁路线、北至广州
路，征收总户数3210户。
新建区

乌沙河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项
目：红湾公路以南，昌西大道以东，
征收总户数2600户。
湾里区

港下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南至萧峰
大道、东至御墅国际小区、北至恒茂用
地，西至绿苑路，征收总户数695户。
高新区

紫阳大道周边地块棚户区改
造项目：紫阳东大道以南、瑶湖东
大道两侧，征收总户数1350户。
红谷滩新区

庐山南大道周边地块棚户
区改造项目：碟子湖大道以
东、庐山南大道两侧，征收总
户数970户。

上饶县产业扶贫促增收
本报上饶县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罗

春英）5 月 31 日，记者获悉，上饶县创新产业
扶贫方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规模合作社示
范的带动效应，投资4.8亿元，大力扶持62个
农业龙头企业和23个光伏发电项目，通过鼓
励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
收，把“活水”浇到根子上。

该县确定“龙头企业主导、合作社跟进、
贫困户参与”的带动模式，对缺乏经营管理能
力、但有一定劳动生产能力的贫困户，实行

“参股又参与”模式。目前，全县有2.2万贫困
人口通过入股并直接参与产业发展，每年可
从产业发展中获分红 1600 多万元。对无劳
动生产技能的贫困人员，采用“参股不参与”
模式，将土地、资金等资源直接投入龙头企业
的产业发展。眼下，全县有2.8万名贫困人员
加入合作社，每年可获分红 1400 余万元，实
现了贫困户“户户参与产业发展、人人获得产
业分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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