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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由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
强市转变？如何促进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

近日，吉安就如何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专门印发了文件，一轮为谱写乡
村振兴新篇章的急行军已吹响号角。

产业：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
2017 年，吉安市选择正邦集团、广

东温氏、吉贡茶业等 30家基础好、扩张
能力强的成长型农业龙头企业进行重
点帮扶，帮助解决信贷资金 6 亿余元，
促进其发展壮大；精准举办招商对接活
动，引进了惊石农业、东方名竹、寿光鲁
盛农业等一批上市公司和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投资吉安，把农业产业项目当成
旅游项目来打造。

特色就是竞争力。素有“赣中粮
仓”之称的吉安，2017年，农业增加值达

242.95 亿元，增长 4.8%；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2543 元，增长 10.2%；粮食生
产实现“十四连丰”，总产达 42亿公斤；
全市新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32
家。同时，形成井冈蜜柚、绿色大米、有
机蔬菜、有机茶叶、特色竹木、特色药材
六大富民产业。

目前，全市六大富民产业种植规模
达 450多万亩，井冈蜜柚获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到2020年，六大富民产业
总产值将达300亿元以上。

脱贫：向十大工程要决胜力
2018 年是吉安脱贫攻坚的决胜之

年。按照“精准、落实、可持续”要求，深
化落实“三个到位、志智双扶、两表公
开、两表认定”，实施脱贫提升长效工
程，大力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等十大扶
贫工程，是吉安市在脱贫攻坚领域的

“撒手锏”。
2017年，吉安市通过成立农业合作

社、贫困户入股分红等方式，发展扶贫
产业 24 万亩，带动 6.42 万户贫困户参
与，贫困户户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继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吉安县紧随其后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7年全年减贫5.3万人，187个贫困村
退出，万安县、永新县正在向脱贫摘帽
冲刺。2018年，该市的目标是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2.35万人左右，贫困发生率降
低到0.8%以下，贫困村退出82个。

美丽：向生态宜居要持续力
在赣江两岸的青山绿水间，庐陵大

地散落着如同一颗颗璀璨明珠的传统
村落。作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
区的吉安，“文化庐陵、山水吉安”是一
张烫金名片。

井冈山市柏露乡坳下田园综合体，
集精品民宿、共享农庄、餐饮、水上乐
园、自行车休闲骑行道、田园观光、农业
采摘休闲、稻田养虾、漂流、帐篷露营和
青少年研学为一体，是当地首个田园综
合体，也是吉安建设美丽乡村，发展全
域旅游，推进乡村振兴的典范。

泰和县按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
标准，投资 10 亿元启动马市生态文化
旅游特色小镇建设，被列为2018年江西
省大中型建设项目，是该市首个采取
PPP模式落户的旅游项目。

“全景吉安、全域旅游”，成为美丽
乡村建设的“升级版”。2018年，吉安市
将实施4065个美丽乡村村点建设，实现
全市贫困村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目
前，吉安市已完成 1.5 万个美丽乡村点
建设，覆盖率为67%。目标是到2020年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

走好三步棋 三农有活力

乡村振兴：风从吉安来
龙玉然 本报记者 刘之沛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近年来，
我省将零就业家庭成员作为就业帮
扶重点对象，纳入就业困难人员和就
业援助对象范围，建立“出现一户、帮
扶一户、解决一户”的动态援助工作
机制。目前，全省累计帮助 40328 名
零就业家庭成员实现就业，继续保持
动态清零。

据了解，我省鼓励企业吸纳就业，
尤其对各类企业（单位）招用零就业家
庭成员等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 1 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费的，按其为
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保费给予

补贴。对新增或腾退的公益性岗位，优
先安置零就业家庭人员，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同时，制定个性化的就业
援助方案，实施“一人一策”的重点帮
扶；精心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全
力做好零就业家庭等各类就业困难群
体的就业援助工作。下一步，我省将落
实托底政策，把公益性岗位作为安置零
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的主渠
道，并支持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体
自主创业，提供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岗
位推荐等服务，努力实现“培训一人、就
业一人、致富一家”。

我省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乡村振兴，
产业是重点。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
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
营者队伍迫在眉睫。6月1日，省农科院
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江西
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创设“江西
省新型职业农民在线培训平台”，共同
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效模式。该
平台将发挥专家优势，开展地方优势特
色全产业链技术培训，着力培养“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人”强大队
伍。此举标志着省农科院乡村振兴九
大科技行动正式启动。

据介绍，围绕我省农业产业振兴和
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省农科院
将通过实施乡村振兴九大科技行动，争
取到 2020 年，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推动形成农业科技研发、示范、推广、服
务一体化模式，提升科技支撑乡村振兴
和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
能力水平。

九大科技行动为产业技术创新行

动、市场主体科研订单行动、创新平台
提升行动、百项成果转化行动、“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成果集成示范行
动、百县百园科技支撑行动、新型职业
农民实训行动、精准脱贫科技帮扶行
动、美丽乡村科技护航行动。省农科院
将组织 200 名以上专家组建 10 个产业
联盟和50个科技创新团队，健全专家智
库，组织实施100项重点研发项目，在水
稻、蔬菜、果树、畜禽、旱作物等产业突
破 100 项以上关键技术，培育、引进、示
范 100 个左右优质品种，形成 100 项左
右知识产权成果；联合设区市农业科研
院所，共建 4 至 5 个特色现代农业技术
与模式示范基地；共建 10 个院企、院地
研发机构，共创院地合作科技支撑乡村
振兴示范县；针对地方特色产业、农业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生产经营过程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筛选转化 100 项以
上先进适用新技术、成果；每年培训
1000 人次职业农民，辐射 10 个以上县
（市、区）。

省农科院乡村振兴九大科技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游静）近日，我省税务
部门开展税收违法“黑名单”及联合惩戒
政策宣传日活动。

我省将税收违法“黑名单”及联合惩
戒工作纳入全省社会信用系统建设和地
方政府绩效考核,是政府“诚信红黑榜”
发布内容，建立了典型案例曝光制度。
目前，我省税务部门在各大网站和省级
媒体累计曝光 50 余起具有代表性和警
示性的案例，增加了联合惩戒的威慑力
和社会影响力；制定了税收联合惩戒备
忘录，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 36个单位共
设置了 26项联合惩戒措施，包括阻止出
境、限制担任相关职务、禁止部分高消费
行为、进行社会公示等。税收违法“黑名
单”制度还建立了信用修复机制，给企业
纠错的机会。

目前，我省税务部门累计公布税收
违法“黑名单”案件 174 件，并全部推送
至 34 家联合惩戒成员单位共同实施惩
戒。对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全省税
务系统将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直接判为
D 级，并将涉及的纳税人和涉案直接责
任人纳税信用等级直接判为D级。

本报讯 （记者杨静）6 月 1 日下午，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锦莲故意杀
人案进行再审宣判，认定李锦莲故意杀
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撤销原
审裁定和判决，宣告李锦莲无罪。

1998年，遂川县横岭乡茂源村村民
李锦莲被控投放加有老鼠药的奶糖，导
致同村两名孩童死亡，在经过一审、终
审之后，李锦莲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缓期执行。2011年，该案被最高法调
卷审查后，江西高院决定再审该案，但
再审结果仍为死缓，李锦莲及家人和代
理人持续申诉。案件经最高检提出再
审建议后，最高法于2017年指令江西高
院对该案再审。2018年 5月 18日，案件
第二次再审在江西高院开庭。

庭审持续了 3 个半小时，法院认
为，原审依据李锦莲的供述、相关证人
证言、物证和技术鉴定，认定李锦莲有
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作案条件，并实
施了犯罪行为，但是李锦莲供述实施
犯罪的关键情节缺乏证据印证，在案

证据未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证明李锦莲
实施了犯罪行为。原审据以定案的证
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
准，原审认定李锦莲犯故意杀人罪的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 1996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
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按照疑罪从无
的原则，不能认定李锦莲有罪。对原
审被告人李锦莲及其辩护人、省人民
检察院提出的应当改判李锦莲无罪的
意见，予以采纳。

宣判后，省高院副院长胡淑珠代表
该院当面向李锦莲赔礼道歉，并告知申
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黄华生认为，李锦莲案自案发至今
已近 20 年，该案案情重大、疑难、复杂，
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江西高院经再
审后，改判李锦莲无罪，充分体现了人
民法院敢于面对历史遗留的疑难复杂
案件的勇气，以及敢于依法纠错、坚决
纠正冤错案件的坚定决心。

李锦莲故意杀人再审案公开宣判
改判李锦莲无罪

本报九江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
徐红波）6 月 1 日，记者从九江市有关部
门获悉，该市计划再投资 9.3亿元，构建
TO 型林业生态廊道。T 型即沿江林业
生态修复工程和昌九高速沿线生态提
升工程，O 型即环庐山公路绿化改造提
升工程，全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江西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在九江
境内。为此，该市按照长江“堤外生态
修复，堤内园林式美化，选择合适树
种，因地制宜建设滨江生态岸线”的总
体要求，制定沿江林业生态修复工程总
体规划，总投资约 6 亿元。对长江岸线
滩涂进行造林，形成多树种、多层次、
多色彩的生态景观森林体系；对沿江碎

化及退化的湿地进行修复治理，贯通已
退出养殖的水系；对岸线森林抓好美
化、彩化建设，着力提升森林质量和森
林景观。大力实施昌九高速沿线生态
提升工程，总投资约 3.3亿元。目前，已
完成该工程地形测量和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初稿，正组织专家对可行性研究报
告进行评审。

环庐山公路是该市旅游的重要通
道，是展示九江形象的重要窗口。该市
投资 1.68 亿元，已对 57.7 公里环庐山公
路沿线绿化进行了改造提升，绿化面积
56.7 万平方米。同时，还将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进一步做好环庐山公路沿线村
庄绿化，扎实推进“整洁美丽、和谐宜
居”新农村建设，美化农村环境。

九江构建TO型林业生态廊道

税收“黑名单”联合惩戒
宣传日活动开展

本报上饶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
颜铭君）近年来，上饶市信州区围绕“人
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将残疾人精准康
复工作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扎实开
展助残扶贫，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区
已有 1000余名残疾人实现自主创业，其
中涌现出 50 余名残疾人创业先锋和致
富能手，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率达
90%。

该区下发《残疾人精准康复实施方
案》《关于印发信州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针对不同的残
疾类别、等级，以及残疾人自己的需求，
分别提供不同服务，实现立体康复全覆
盖。2017 年以来，共为全区有需求残疾
人发放残疾辅助器具900余件，为8名截
肢残疾人安装了假肢，为 100 余名残疾
人发放了残疾人体育器材。

形成上下联动的助残扶贫网络。在
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活动中，该区增强
残疾人的造血功能，设立残疾人创业就
业扶持资金和残疾人公益性岗位，建立
残疾人创业扶贫基地和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近年来，该区先后为残疾人创业就
业投资120多万元，400多名贫困残疾人
摆脱了贫困，走上致富自立之路。

信州多举措助残扶贫

本报讯（记者刘佳惠子）6月2日，南
昌海关昌北机场海关检疫工作人员首次
截获旅客携带入境的向天果果实，重0.82
千克，这是南昌海关昌北机场航空口岸
首次截获“网红保健品”向天果果实。

据了解，当事旅客未主动申报且无
法提供任何海关检疫审批文件。我国法
律明令禁止携带有繁殖能力的植物种子
入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
植物检疫法》的相关规定，南昌海关昌北
机场海关检疫工作人员依法对该物品作
截留销毁处理。

向天果是国内近期新兴的“网红”植
物保健品，目前种子售价高达 600 元/
500 克。近年来，大批植物种子在保健
品的名号下被非法违规携带入境，口岸
有害生物入侵风险迅速加大。据介绍，
非法入境植物生物安全风险极高，因未
经风险评估和海关检疫处理，这些植物
极有可能演变为外来入侵物种，并可能
带有昆虫、线虫、植物病菌、植物病毒等
有害生物；一些种子种苗含有未经我国
批准的转基因成分，一旦传播蔓延，将会
对我国种业安全、农林生产和生态安全
产生严重威胁。

南昌海关首次截获向天果

苏根林，既是莲花县坊楼镇沿背
村村主任，也是莲江南溪河（沿背村
段）村级河长。每天早晚各一次的例
行巡河，他都要在 1400 米长的河岸两
侧步行一圈，看看河面是否干净，有无
非法电鱼、非法排污、非法采砂。担任
村级河长一年来，苏根林亲眼见证了
南溪河的嬗变：以前村民不敢下河洗
衣洗菜，如今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变化的不止南溪河，如今在莲花
县乡村，处处河岸整齐、绿草茵茵、水
清见底、满目葱茏。变化，源自县乡村
三级河长制的建立，得益于河库保洁
队、综合执法队、日常巡逻队、志愿服
务队、民间督察队的齐心协力。

素有“七分半山一分半田，一分水
面和庄园”的莲花县，森林覆盖率达
71.35%。守着一座座青山，却不见一
河河绿水，是前些年莲花县的真实写
照。“究其原因，缺的是统一抓手，以前
看似好多部门在管，其实谁也管不
好。”莲花县水务局局长曾军发坦言。

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莲花县和很
多地方一样，推行河长制。2017 年 6
月，莲花县正式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方案》和相关制度，按照分级管理、
属地负责的原则，建立县、乡、村三级河
长体系。县委书记担任总河长、县长担
任副总河长，5 名县级领导担任境内 5
条主要支流河长，13个乡镇长担任乡镇
河长，157个村干部担任村级河长，县水
务局负责协调具体工作。曾军发告诉
记者，河长制的关键作用在于实现了从

“九龙治水”到“一龙治水”。“之前单个
部门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存在调度难、
处理难等情况；如今却不一样了，只要
涉及水，全县上下都特别重视，水务部
门、各级河长大多可协调解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实现“一
龙治水”，该县推进水务、农业、林业、
国土资源、交通运输、环保和城建等部
门与河流水库环境有关的规划“多规
合一”，效果正在显现。去年底，县内
一家畜禽养殖企业欲在一乡镇新办一

家养猪场，在其他条件均符合当地政
策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粪便污染河流
的可能，最终被否决了。

为切实把河流治理好，莲花县成
立了河库保洁队、综合执法队、日常巡
逻队、志愿服务队、民间督察队等五支
队伍，为河流保驾护航。河库保洁队，
负责河库垃圾清理工作，今年该县安
排 160万元选聘了 190人担任保洁员；
综合执法队，负责河库违法违规行为
查处，以往常见的非法电鱼被他们“消
灭了”；日常巡逻队，不仅监督保洁员，
还监督各级河长的工作；志愿服务队，
各乡镇组建龚全珍志愿服务队，协助
参与河库环境卫生整治；民间督察队，
重点督察村民生活污水排放、生活垃
圾倒入河流等不良行为。一年来，该
县开展集中巡河 86 次，参与巡查人次
超过 1 万余人次，给各乡镇、有关部门
发出督办函件 28 份；关停环保不达标
企业6家，取缔畜禽养殖户25家，查处
无证采砂点1家。

河畅水清人欢笑
——莲花县护卫一河清水纪实

本报记者 骆 辉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宁与江西国财
中洁新能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共建的院
士工作站，在赣州经开区挂牌成立。

“我们历来十分重视创新工作，每年投
入 10%的销售收入作为研发费用，不
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国财中洁公司董事长肖富辉说，公司
刚投产的一款新产品获得6项专利，填
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创新力，不仅是国财中洁发展的
最强动力，也是推动赣州经开区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赣州经开区在保
持经济运行平稳的同时，坚定不移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先后制定出台
了《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施
细则》《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
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

的政策，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新材料，增强传统企业创
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支持帮助企业自
建、合作共建研究院（所），设立省级
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支持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发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主要从事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及其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今年1月在新三板挂牌。“传统行业
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不创新
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力。”刚入选赣州市
第二届“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候选人的
公司总经理喻玺说。

“事实上，很多园区企业已经意识

到创新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并将
其视为重中之重。”赣州经开区经济发
展局副局长杨昭辉表示，去年，全区净
增高新技术企业 19 户，新获得授权专
利 396 件，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10 余项，各项指标
均创新高，企业对创新的热情正逐步
高涨。

与此同时，赣州经开区大力引进
天安智谷、智慧供应链产业园等新兴
产业项目，积极培育众创空间、科技企
业孵化器等各类创新平台，为创新创
业者提供服务。截至目前，全区在建
和建成运营的科技孵化器 18 家、面积
140万平方米，新增 3个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国字号”科技创
新及基础服务平台达 14 个，其中赣州
国际企业中心入驻企业275家。

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
徐 祯 本报记者 唐 燕

5月30日，无人机航拍的崇义客家梯田。错落有致的梯田，如链似带盘绕山间，夏雨过
后山间云蒸雾绕，如诗如画。据悉，作为“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典型代表的崇义客家
梯田，今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美如画

5月29日，靖安县雷公尖乡园艺分场农民杨学斌在河滩野生草地上放养牛
群。近年来，靖安县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山地、河滩野生草地资源，引导和鼓励贫
困户发展本地黄牛野外放养，每头牛年纯收入3000余元。目前，全县已有200多
户贫困群众通过生态牛养殖脱贫致富。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