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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南康区地税局深入开展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将“亲民地图”作为落实省委“连心”
工程的有效载体，深入群众，服务群众，
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

据悉，该局在通过访民、求谏、夜访
的基础上，组织全局 124 名党员干部，
组成 10 个“亲民小分队”深入田间，走
村串户，蹲田间，坐地头，主动寻访村
民，记录村民的家庭状况信息，绘制“亲
民地图”。工作队把行路、农田灌溉等
基础实施问题列为公开承诺事项，狠抓
工作落实：积极协助龙回镇三个村筹
措、争取项目资金 48万元，其中完成了
龙东石禾场至大坑水库的油路修建工
程、龙东村黄坊组通组路正在建设中；
龙东六湾通组路硬化也已完成；积极化
解矛盾纠纷：成功处理化解了诬告村干
部收红包村民黄志平妻子林全英装病
骗取低保一事；调解了大黄屋组黄卫国

与黄志平因道路水沟纠纷引发打架一
事；配合村委和派出所成功调解处置因
修路发生争执打架致伤住院治疗的龙
东村郭屋组郭同荣与朱官秀打架案，责
成郭同荣赔偿包括医药费在内的一切
费用14500元，并协议签字，双方均满意
无异议。同时，立足实际办好事实事：
向上级单位争取扶助项目资金 6万元，
组织群众自筹资金 10 多万元，开工项
目7个，已完工3个；印刷群众基础信息
表资料 3000 多份，撰写民情日记 128
篇，为驻村分别下达扶持资金各 2 万
元，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该局通过绘制“亲民地图”连心百
姓心田，听到了群众的真实声音，了解
了真实民情，顺了民意，连了民心，改进
了干部作风，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目
前全局党员干部在“亲民地图”绘制过
程中，共为群众办好实事 12件，解决矛
盾纠纷 3 起，征求意见建议 28 条。

（陈 艳）

南康地税绘制“亲民地图”

本报芦溪讯（通讯员罗总斌、易伟
刚、易雯霞）现有电瓷企业76家，规模企
业45家，共有40余个系列600多种产品；
同类电瓷产品销售占国内市场70%，并出
口40余个国家和地区；有33项新产品通
过国家及省级鉴定，获得各类专利62项，
获国家重点新产品奖2项，获省级以上奖
励42项……近年来，芦溪县按照“扶优汰
劣、靠大联强、资源向优势企业倾斜，做电
瓷文化，创电瓷品牌”的思路，以创建全国
电瓷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为抓手，全力打
造世界领先的电瓷产业基地。

该县通过政策引导，加快企业整合
力度，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依托中材江西
电瓷电气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组建电瓷
集团公司，带动行业高质高效发展。整合

江西新龙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等4家
企业组建江西中南绝缘子集团公司。同
时，引进萍乡市华剑铸造有限公司、醴陵
高鑫等一批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瞄准
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实现对接，目前全国5
大电瓷企业中有中材高新、白云电器、南
京电瓷、西安西电等4家企业进驻芦溪。
仅“十二五”以来，就成功引进央企6家、
上市公司6家、科企23家。

该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持走产
学研相结合发展道路，提高产品的档次
和质量，增强行业竞争力。引导企业先
后与清华大学、西安电瓷研究所等国内
权威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中
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新材料专业委员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设立芦溪工作站；相

继成立萍乡市电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萍乡电瓷生产力促进中心，获批省级示
范中心、江西省电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西省电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江
西省工业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积极
组建全国电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打造
国家级工业陶瓷检测中心，与国内行业
专业研究院校建立战略合作，举办全国
电力行业绝缘子标准修订会议和标委会
年会。建立技术专家聘用机制，聘请 5
位国内行业权威专家为芦溪电瓷产业发
展顾问。目前全县培育科技型企业 53
家，其中干法等静压成型、数控修坯技
术、等温快速烧成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氧化焰快速烧成技术通过荷兰
KEMA试验检测，为国内首创。

该县制定详细的区域品牌建设规
划，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企业品
牌推介平台。加强与国家产品品牌评定
和推介机构的联系，引导企业由做产品
向创品牌转变，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以“百年电瓷，实现由制造到创造，产品
集安全、环保、科技、节能于一体”为理
念，全力打造全国知名品牌。目前，该县

“电瓷制造”向“电瓷创造”转型步伐加
快，电瓷企业朝着“规模型、环保型、科技
型、效益型、国际型”方向蓬勃发展，有
228项产品入选国家电网采购名录和铁
道部采购名录，有 4 家企业的产品获省
名牌产品，有省著名商标 10 个，有中国
AAA级重质量守信用企业 4家，去年全
县实现电瓷产业总产值50亿元。

农机声响闹“双抢”，七月稻香垄上行。
时下，“赣南粮仓”宁都广袤的田野

上，到处都是紧张夏收的劳作场面。作
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首批商品
粮基地县，宁都粮食生产占据赣州市的
六分之一，在赣南有着重要地位。

宁都粮食人以转型升级为契机，以
保供稳价为己任，粮食经济呈现出又好
又快的发展势头，谱写了一曲“储粮保
供惠民生”的动人乐章。

建新修旧，扩仓容保收储
7月 30日，宁都夏粮托市收购第一

天，宁都直属粮库院内，一排排标准粮
仓有三四层楼高，传送带正源源不断把
稻谷运进仓内，一个粮仓就能收储 500
万公斤稻谷。人走在粮仓上面，抬头望
去，满眼都是金黄色的稻谷颗粒。

为确保粮食收储，该县从实际出
发，建新修旧并举，多途径扩大粮食收
储能力。一方面实施粮库“退城进郊”，
将城区县粮食流通中心直属库等闲置
固定资产置换资金3600万元，在县水东
工业园置地72亩，新建规模化、标准化、
现代化宁都中心粮库，新增库容 5 万
吨。中储粮宁都直属库利用国债投资
新建仓容15万吨的标准仓库，充分发挥
了粮食收储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按
照“统筹考虑、整体推进、先易后难、分
步实施”的原则，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补
助203万元，落实地方配套400万元，对
各乡镇的危仓老库进行维修。目前，全
县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拥有实际有效仓

库47座，仓容8.27万吨。
从仓容不足到辐射周边，宁都不仅

破解当地农民“卖粮难”，还收储了广
昌、南丰、南城、宜黄等周边粮食主产地
的稻谷。

因库施策，从有粮到优粮
“粮食吹上了空调”，在中储粮宁都

直属库，一排排标准粮仓的外墙都挂着
空调，很是醒目。

库管人员告诉记者，除了空调机、
除湿机，粮库仓房屋顶隔热层都作了加
高改造，利用架空层促进自然流通，保
证夏季仓库内清凉。

粮食存储条件关系到粮食的营养
价值、香气口感及品质好坏。该县新建
粮库全部添置了通风、环流、电子检测
等先进保粮设备，并积极推行机械通风
降温、膜下环流熏蒸、粮情电子测控等
先进技术，实行科学储粮，从而提升粮
食品质，保证让市民不仅吃得饱，还吃
得健康。

以“人品”换“粮品”，是该县粮食流
通中心主任黄建华反复说起的一句
话。他说，由于改造资金不足，赣南老

区更多的还是危仓老库，粮食人发挥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精神，责
任到位、责任到人、责任到底，勤出仓、
勤检查、勤翻扒，像呵护自家的小孩一
样照料每一粒粮食。

受台风影响突降大雨，东山坝粮管
所保管员李志泉条件反射般地往仓库
跑，看看有没有漏雨现象。记者看到，
这座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库房屋低
矮，收储条件较差。可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粮管所多年来没有坏掉一粒粮食。

今年 4 月，全国清仓查库的工作人
员在宁都了解情况后，感慨地说：“这样
差的条件下，能把粮食收购保管好，确
实不容易、不简单。”

纵横联合，从粮仓到“厨房”
7月 31日，广东省梅州市民营粮食

企业老板邓镇与县粮食流通中心签订
粮食产销合作协议，共签署了 1 万吨的
粮食购销合同。

以前，宁都粮企各自为战，恶性竞
争，导致市场得不到均衡供给的粮食，
农民增加了生产的盲目性，影响种粮积
极性。宁都国有粮食企业和民营粮企

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使千家万户的松
散体变成进军市场的联合体，使得宁都
粮食重新在沿海市场站稳脚跟，还开辟
了上海、江苏、浙江等高端大米市场。

跳出原粮销售的意识局限，宁都县
纵向联合，延长链条，让储粮卖得出、卖
得好。

产业基地收获的稻谷，到了丰泽米
业有限公司就变成大米、米糠、谷壳；米
糠到了金润粮油有限公司变成了色拉
油和糠饼，谷壳成了公司锅炉的燃料，
糠饼成了惠大饲料有限公司的原材料，
谷壳的灰烬成了蚊香厂的原材料……

稻谷在宁都县工业园区转了一个
圈，运出园区时，就变成了大米、米粉、
食用油、饲料、肥料……这一圈转下来，
1 公斤稻谷就从收购时的 2.7 元增值到
17.5元。

目前，全县43家粮食产业的加工企
业纵向联合形成集群，上下游企业之间
的空间距离都在几百米之内，彼此成为
生产车间，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纵横联合，让宁都粮食产业链不断
延长，产品俏销市场，“赣南粮仓”正朝
着“赣南厨房”阔步迈进。

做大规模 做优质量 做强品牌

芦溪打造电瓷产业“航母”

守住管好“赣南粮仓”
——宁都县做好粮食收储工作纪实

廖海峰 本报记者 梁 健

8月 12日，樟树市观上镇览上村村民在荸荠种植基地内施肥。该镇因地
制宜，积极引导农民以规模化、特色化种植，发展特色农业，带领农民走上致富
路。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本报玉山讯 （通讯员曾宏坤）近
日，在下塘乡溪北村的小西瓜种植基
地，种植户王寿炎喜笑颜开：“今年我
种了252个大棚103亩新品种西瓜，畅
销浙江、上海等地，预计亩利润可达1
万元左右。”玉山县大力提升特色种
养业水平，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成为
农户增收致富的亮点。

茶油产业，曾是当地农民收入的重
要来源。但由于品种老化，长期采取粗
放式管理，产业出现了产量上不去、品
质难提升的尴尬局面，农民增收出现瓶
颈。为激活传统产业，该县积极实施油

茶低改工程，依托江西春源有限公司，
加快油茶生态示范园建设，对南山等乡
镇 5000 多农户的数万亩茶林进行低
改，改造后的油茶每亩产油量翻了3至
5倍，油茶再次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
林”。该县今年新增下塘、必姆香榧繁
育基地1000亩，新建竹林1500亩，发展
林下种养殖面积1万亩，以沪昆高速、
320国道沿线6个乡镇为重点、培育绿
化苗木基地、花卉苗木基地、造林苗木
基地2.5万亩，建立赣东北苗木花卉市
场，提高营销能力，年销售苗木花卉
9000万株，年产值3.58亿元。

玉山特色产业赢市场“好脸色”

本报黎川讯 （记者陈青峰 通讯
员吴细兰）近年来，黎川县在强化渔政
管理工作的同时，通过设立水产病害
监测点、宣传生态养殖理念等方式，确
保水产品绿色、无公害、安全，促进了
水产养殖的健康发展。今年上半年，
该县水产品总产值达1亿多元。

黎川县有宜渔水面8.7万亩，为提
高水产品的质量，该县通过媒体宣传、
办班培训、编发小册子、示范推广和现
场督导等方式，把健康养殖理念宣传
到水产养殖户，使他们自觉地进行健

康养殖，扩大健康养殖水面。同时，根
据各乡镇的水资源分布、劳动力生产
水平、水产品养殖习惯等因素的同异，
在全县设立了10个水产病害监测点，
通过对水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监测，及
时发布病害流行信息，加强水产病害
监控工作，并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进行
指导防控。此外，还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农户家中，推行水产健康养殖技术，
提升水产品品质和效益。目前，该县
水产健康养殖面积已达 5 万亩，占水
面积的58%。

黎川生态水产养殖“钱”景好

8月5日，昌九高速改扩建工程通远试验段正在实行路面沥青摊铺。该工
程是我省推进昌九一体化快速发展重点工程，投资8.16亿元。为不影响交通，
实行分段施工，采用“左幅分离新建、右幅利用老路改造”方式，将昌九高速由
原来4车道改造成双向8车道。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本报星子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
潘志锋）进入7月中旬以来，星子县蓼
花、华林、蛟塘等乡镇最火热的场面莫
过于蓼温公路的建设。自启动施工以
来，该县抢抓有利施工天气，发扬“5+
2、白+黑”连续作战的精神全力冲刺。
目前，各路段已全面进入水稳层铺设
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前可竣工通车。

据悉，蓼温公路总投资2亿元，全
长24.4公里，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
面宽 17 米，双向两车道，是该县历史
上涉及地域最广的一条省级公路，建
成后将贯通该县南部 5 个乡镇、15 个
行政村，惠及沿线 20 万群众，打破镇
域经济发展瓶颈，为县域经济发展注
入新活力。

星子公路建设如火如荼

（上接A1版）
岭下华屋发生的“大事”，是 2012 年赣州市启动

的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工程，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的开
篇之作，直接惠及300万老区人民。

危房改造、安全用水、电网改造、基础设施……《若
干意见》规划的一条条“路线图”，预示着赣南老区人民
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抚平了老表久锁的眉头。

不远处，白墙黛瓦的新房已是鳞次栉比。近处土
坯房里，烈士的遗腹子——81岁的华崇祁想到年底就
能带着几个儿子住进新楼房，笑得合不拢嘴。

他仔仔细细用手平整着挂在土墙上的毛主席画
像，一边念着：“保佑共产党万万年！”

80年前，子弹已尽，石块亦绝，为了掩护伤员，21
岁的江善忠引着敌人直到悬崖前，瞥了一眼围上来的
敌人，纵身一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是这一句“保佑共产党
万万年”，被这名年轻的红军战士用鲜血写在白褂子
上，成为生命最后的呐喊。

因为，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历史长河湍湍。“一门忠烈”的故事历历在目。比

如杨家将，比如岳家军。然而，在当年苏区，“马前托
孤”“八子参军”的故事在赣南俯拾皆是。那么多的普
通百姓，那么多的“一门忠烈”。

苏区时期，参军参战的赣南儿女有93万余人，占
当时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多达近
11万。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三位
赣南子弟倒下。

是什么让“为革命献身”的号召高于根深蒂固的
“传宗接代”？是什么让普通百姓挥别儿女情长，不顾
生死，铁了心跟党走？

因为，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楚国亡了，《离骚》还在；南宋没了，《满江红》还

在；红军走了，信仰还在。红色后代、国家一级编剧温
何根说。

饮水思源，慎终追远。《若干意见》出台后，赣州市
因势利导，开展了以宣讲报告、祭奠英烈等为内容的

“永远热爱党、永远跟党走”教育实践活动，凝聚起苏区
人民干群一心，共同推进赣南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年曾为红军哥捧上一块饼子的稚儿，已过耄
耋；郁孤台下清江水环绕的英雄冢，已葱郁垂荫……
沉钩历史，昔日共产党人的故事只留下粗略的脉络，
疏可走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却依旧浸润今日，
密不透风。

岁月不居，信仰如故。
17棵青松俯瞰着赤红的赣南大地。这片赤红不

仅是血性，更是信仰。

为信仰之根培土固基
长长一条板凳，坐不下老表和干部。
在岁月的洗刷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一
些党员干部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与群众感情日渐疏
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滋生。

“苏区干部没户口，正月来了二月走。”百姓看在
眼里，唱在歌里。

“不带水壶，一天走下来连口水也喝不上。”从小
在城市生活的赣州市人口计生委“三送”干部范利锋
刚到于都县罗江乡前村村驻点那阵子，没想到一连几
天跑下来，连老表家门都进不了。

斜斜地倚在门口，村民瞥着这个“白净净的干部”，

下巴一扬，道：“三送？送么格？送钱，还是米面？”
白天跑工地、修建水圳，夜里访民情、调解纠纷……

《若干意见》出台后，赣州以“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
作为抓手，让10万名党员干部下基层，直接服务群众，人
人都有“联系户”，户户都有“服务员”。

“后来老表给倒一杯水，再后来给沏一壶茶。现
在啊，哪怕赶上夏收插秧，老表见到我们，也非要带着
一身泥从田里跳出来，拉去家里喝碗米酒。”说到这，
这位高大的汉子笑起来，哽咽了声音。

从陌生到熟悉，从质疑到信任，从倚门而立到殷
殷凝望……干部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把干部举过
头顶。

范利锋说，石头握在手里久了也会变热，何况民心。
1929年除夕夜。冷灶、黑屋、空村。
被敌军追击 20 多天的红军队伍抵达瑞金、宁都

边界的大柏地，一张张疲乏的脸上满是饥寒。当地群
众不了解红军，逃离一空。

为了补充将士体力，毛泽东同志批准动用群众家
的粮食，留下借条，承诺日后偿还。红军走了，群众回
了，见到借条，或将信将疑，或嗤之以鼻。

不多日，一队红军挑着一担银元再回大柏地，一
一兑现。

一担银元兑回了民心所向，一张借条引燃了燎原
星火。

在人命如芥的战争中，是什么支撑着共产党人顶
着炮火和伤痛，千里奔走兑现百姓手里薄薄的借条？

因为，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黢黑的皮肤、粗糙的手掌、眼角晒出的褶子……

一年365天，300天在村里。要是不开口，很难一眼把
瑞金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杨锐从村民中认出来。

“以前说起‘人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现在说
起‘人民’，便立刻想起我那20多户联系户。”

那一张张或黝黑、或方正、或布满皱纹的脸，就是
杨锐心中的“人民”。

“现在不敢轻易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因为一
说起，就想起老表们期望的事还有一张长长的清单。”

从“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到“治庸、治懒、治
散”，从弘扬“苏区精神”到“能力革命、作风革新”，赣
南将考核机制和信仰教育相结合，打造了一支俯下
身、扎下根、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党员干部队伍，赢
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拥戴，为《若干意见》的落地开花提
供了有力保障。

看着眼前一点一滴发生的变化，看着身边党员干
部忙碌的身影，兴国县枫林村 69 岁的村民谢招湖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苏区干部好作风又回来了，趁我这
把老骨头还能动，赶紧加入这支队伍。”

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情感复苏，让冷却
的人心回暖。

赣南的干部说，百姓的信任和期待就像是一条鞭
子，温柔地抽在我们的背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百
姓的困难清单短些、再短些。

因为，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让信仰之花绽放未来
光荣凝聚信仰，梦想汇聚力量。
2012年 6月 28日，因为国务院《关于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成了一个特殊
的日子。

在900多万赣南人民心中，这个日子意味着新未
来的开始。

《若干意见》提出，要在2020年前，让赣南与全国

同步进入全面小康，使苏区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
活。

习近平总书记说，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要抓
好，这有政治意义。

把百姓装在心里，把担当扛在肩上，把振兴捧在
手中。当信仰沉淀为集体向往，也就凝集了民族的灵
魂和力量。

——40.68万户农村危旧土坯房得到改造；
——237.9万村民安全饮水得以解决；
——7.1万户山区居民告别“无电”历史，35万“低

电压”农户不再为电压不稳和断电发愁……
白墙黛瓦幢幢，清渠净水脉脉，大道通衢条条……
诚心问民意，恒心解民忧。《若干意见》实施两年

来，以民生为先导的巨大变化在赣南大地上日异月殊。
“根据《若干意见》，赣州全面执行西部大开发政

策，鼓励类产业还能享受所得税 15％的优惠税率，等
于说企业白得了 10％的红利。”奥科特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爱华说，这是公司落户赣州的主要原
因。

10个“国字头”文件、39个部委对口支援、6个投资超
百亿企业落地、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1个综合保
税区的搭建、人均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

更好的生活和未来，是一种再朴素不过的情感。
国家战略的宏大意愿，一定会着落于这片土地上的每
一个普通人。历史一再证明，一旦顺应这种期待，将
会激发出伟大的情感和力量。

60 岁的冯祖明原是崇义县过埠镇长湾村农民。
由于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建设上犹江电厂的需要，土
地被淹没，长年居住在库区水面上搭建的木棚子里。

去年，老冯搬进了政府为这些“水上漂”新建的
“梦想家园”新村。上岸后的渔民，有的进开发区务
工，有的从事旅游服务业。

老冯受聘在社区理事会做管理工作，每月有1200
元的收入。大儿子前些年在外面打工，如今看到家乡
发展机会大赶了回来，在开发区一家企业担任车间副
主任，每月工资3600元。

一船一筏一人家曾经头枕波涛盼安居，给钱给地
给政策今朝苏区振兴促梦圆！

破茧成蝶的发展成效，是百姓、党员干部、社会肌
体建立和传承信仰的固本养分和根本基石，滋养着一
代又一代年轻的臂膀，接力擎起先辈用鲜血守卫的旗
帜。

历史的镜鉴，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启迪。
红五军曾驻扎过的于都县庙子岗，如今已立起栋

栋新屋，仅留下唯一一间门牌为“1号”的土坯房“村史
馆”，陈列着祖辈的革命历史，遥望着拔地而起的新生
活。

80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今
天，赣南人民怀揣着被他们奉为“幸福宝典”的《若干
意见》，开启圆梦小康的新征程。

赣南人说，先辈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使我们拥有
了今天，我们必须戮力同心，久久为功，为这片3.94万
平方公里的热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信仰不落才是最大的依傍。在艰难的日子里，微
笑着前行，这便是传承和滋润信仰的最好方式。

诚如一位学者所说，无论中国怎样，请不要忘记：
你站立的这片土地，就是你的祖国。你是怎样，中国
便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
不会黑暗。

个人如斯。民族如斯。国家如斯。
（新华社南昌8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