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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程永康、向
斌） 皂山景区今年元旦期间正式开园
接游，与中国古海景区形成资源共享、联
动发展态势，预计全年游客容量将达到
15 万人次以上；中国药都医药物流园基
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有 15家企
业签约入园……近年来，樟树市把现代
服务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
破口，重点发展旅游休闲、现代物流、电
子商务等新型产业，不仅壮大了支柱产
业，还增添了城市魅力，成为推动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2014 年，该市现
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96亿元，同比增长

10.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31%。
医药、酒业、盐化工业、金属家具制

造业是樟树四大支柱产业。近年来，随
着产业承接和工业升级进程加快，该市
服务于主导产业的物流、电子商务、金融
信贷等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其中，
围绕 80 多家医药、保健品生产企业，配
套发展了医药流通企业 20多家，医药研
发、印刷包装及货运等配套企业 60 多
家，形成从生产到流通、研发的完整产业
链。2014 年，全市医药商业销售收入达
100 亿元，医药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60
亿元。该市还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仅去年就为 1.2 万家（次）中小企业发放
贷款 83.72 亿元，荣获“中国最具特色金
融生态示范城市”称号。

该市坚持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同步
推进，不断完善商贸、旅游等配套服务，提升
城市品位和知名度。打造以锦绣共和商区
为核心的城市商业群，并启动时代广场、大
型城市综合体等现代商贸流通项目，沃尔
玛、四平家电、肯德基等国际大型连锁企业
纷纷入驻，2014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57.4亿元；挖掘独具特色的古文化、
酒文化、盐文化、道教文化等资源，规划建设
三皇宫历史文化街区、筑卫城遗址保护与开

发等旅游线项目群，带动餐饮服务业等蓬勃
兴起。2014年，该市旅游接待人次达280.2
万人，旅游产业主营业务收入21.91亿元。

此外，该市从资金奖补、政策优惠、立
项办理、用地用工等方面对服务业予以扶
持，引领服务业加速发展。市财政每年安
排服务业发展扶持奖励基金1000万元，对
旅游企业、品牌餐饮、地方小微金融和担保
企业等实行财政奖补。对符合产业要求的
新建服务业项目，在立项、建设用地和招工
用工方面予以优先安排。去年，全市列入
调度的服务业项目共38个，累计完成投资
6.5亿元，从业人员达13.13万人。

提升产业高度 激发城市活力

现代服务业为樟树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于都讯 （记者钟端浪 通讯员王潍）2 月
12 日，于都县第二批移民搬迁扶贫安置房摇号分
配仪式在文化艺术中心举行，263户困难群众喜领

“民生红包”。据了解，参加本次摇号分配的移民
安置房共 263 套，总面积 3.8 万平方米。参加本次
摇号分配的安置对象，每户家庭均能摇到一套配
有车库或柴间的安置房。

于都困难家庭领“民生红包”

安源百万元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安源讯 （通讯员彭清华）连日来,安源

区各级组织拿出 100 多万元资金，为困难群众
送上一份份爱心。为使走访慰问工作组织得
当，该区召开了专门会议，通过上门排查等方式，
确定低保户、“五保”户、残障人士、困难党员、重
点优抚对象和大病家庭等困难群体为走访慰问
对象。针对不同类型的困难人群，确定了不同的
走访慰问方式，使走访慰问工作做到广覆盖、不
重复、不遗漏。

蓝天、青山、碧水；小溪旁，身着苗族服饰的妇
女正在浣洗衣物；身后，棕白相间、融合了苗族特
色和庐陵建筑风格的两层吊脚洋楼在阳光照耀下
分外夺目。

2月13日，记者来到吉安县天河镇樟树陂苗寨
新村，亲眼目睹了这个曾经偏远、贫困、落后山村
焕发出的新气象。

修通幸福大道
樟树陂是天河镇横林村委的一个自然村，共

有 16 户，其中 9 户是贵州苗族移民。张启贵是苗
民们推选出来的村主任，2006年，他带领这个群体
辗转迁徙到这里定居。他说：“原来我们出去卖药
或买东西，多是走着去，羊肠小道崎岖不平，自行
车要扛着走，摩托车更是没法用。”

2013年 6 月，扶贫的东风吹进了这个偏远、贫
困、落后的小村。2014 年，一条宽 3.5 米、长 2.6 公
里的水泥公路穿山而过，直通到每户苗民的家门
口。老张咧嘴笑着说：“现在下雨天穿布鞋也可以
上街了，真是一条幸福大道呀！”

路修通了，常年采药卖的张志雄心里有一本
明细账：“以前采药积累到八九十斤后背到街上去
卖，来回至少要大半天时间，现在白天采到的药，
晚上就可以骑车送出去卖掉，来回不到 1 小时，省
了一天的时间可以多采点药换钱。”

迁居吊脚“洋”楼
“房子建得真好，和我们贵州老家的吊脚楼

一样，一楼设计了可以养猪养鸡的地方，二楼除
了卧室，还有厨房、客厅、餐厅和卫生间。”苏建军
摆放好新买的沙发说，“现在过上了像城里人一
样的生活。”

1月3日，在一阵阵鞭炮和欢笑声中，苏建军和
受邀而来的青原、永新等地的苗族移民们载歌载
舞，举行了热烈的迁新居仪式。

刚迁到樟树陂的时候，这些靠挖草药为生的苗民们临时搭建一些草棚住，2008
年落户后，条件好一些的开始建了简陋的土坯房。

2013年下半年，天河镇启动苗寨新村建设，村民自发拆除原来修建的教
堂，平整土地。政府聘请市规划设计院设计，并统一组织建设，每栋房政府补
助约9万元。

搬迁后，更高兴的是孩子们。苏恩贺是苏建军最小的孩子，在2013年横林小
学恢复办学后才开始上的学，现在该校共有在校学生36人，其中樟树陂的苗族学
生16人。小恩贺一脸骄傲地告诉记者：新房变成了同学们学苗族舞的场地。

发“羊”财鼓钱袋
每天上午十点，张启贵到羊圈里检查一遍羊群的情况后，便将羊放出去吃草。

“张启贵和苏建军都是2013年加入镇养羊协会的，现在他们存栏共有60
多头羊了。”天河镇养羊协会会长刘章云介绍说。

为让移民留得住、富得了，天河镇将种植井冈蜜柚和养羊作为两大主打致
富产业来抓。镇养羊协会通过“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现在羊肉走俏，一头羊能卖近2000元，比挖草药划算多了。”张启贵说，
“临近春节，我已接到好多个订购电话了，养羊的销路基本不成问题。过完
年，我还要扩大规模。”谈到未来，老张一脸的喜悦，其他苗民看到他养羊成
功，也正跃跃欲试。

“我们苗寨，现在家家门前屋后都种了井冈蜜柚，有的还养了贵州鸡和土
猪，很多外地人到这里来买。”站在田埂上，看着远方的新房，张启贵自豪地
说，“有政府的帮扶，我们新来的苗族移民一定能够与其他村民一道共同富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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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中寨乡有一位全县最
老的村支书，在短短三年时间里，
他凭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头，带着村
民把村子从落后跃居“先进”。他
就是陈新华。今年65岁的他，为何
会挑起这个重担？他是如何解决
村里大小事务的？2月 10日，笔者
带着疑问来到中寨乡中寨村采访。

“舍”与“得”
2月10日上午10点，在中寨村

委会，看着陈颖、陈雯两姐妹在土
地权属申明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陈新华高兴地笑了，这家人再也不
会因为土地问题闹不愉快了。

送走姐妹俩，陈新华转身对笔
者说：“农村处理这种纠纷是常事，
多的时候一天要处理七八件。”

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命图
什么？面对笔者的疑问，老支书说
道：“家人也劝我不要‘惹麻烦’，可
我就是想为村里做点事，别让大家
再过以前的穷日子。”

中寨村是中寨乡最大的行政
村，过去因为没有好的带头人，一
直没什么起色，各项工作每到年终
考评都是倒数。2011 年底乡村换

届，村民们把陈新华推选出来。上
任后，为一门心思做好村里的工
作，陈新华把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丢”给老伴，还把经营了十多年的
椪柑林转租给别人。但也有让他
倍感欣慰的地方：三年来，村里重
铺了水管；损毁严重的主干道修复
如新；引进了香蜜园公司、厚朴公
司等龙头农业企业……

“易”与“难”
“你年纪这么大了，工作差不

多就行，也没人会说你的不是。”对
于陈新华的选择，家人只有用这一
招来“退步”，但老支书用一句“干
就要有干的样子”顶了回去。

刚上任半年不到，《国务院关
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其中农
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政策，对于这个
偏远的山村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为让村民早日住上新
房，陈新华“朝六晚九”深入村民家
中宣传政策。

7个月后，他的辛苦得到回报：
村里 70 多户、500 多间土坯房被拆
除，栋栋新房拔地而起。环境的改

善、生活质量的提升，让全村人记住
了陈新华的好；而“责任心强、做事有
魄力”更是他值得村民称赞的地方。

2012年，村里引进香蜜园公司
准备发展蔬菜产业，却在前期土地
流转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种植户
陈军平不愿把自己的5亩多莲藕地

“让”出来，导致流转过来的土地连
不成片。陈新华决定去碰“钉子”。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后，
陈学军被老支书诚心打动，同意把
地转让出来给村里发展蔬菜产业。

“旧”与“新”
前几年，中寨村全村 62 名党

员，平均年龄 48 岁，大部分都是在
20 年以前入党。陈新华感到发展
年轻党员迫在眉睫。

上任第一年，他就调整村委领
导班子，把年龄相对年轻、在群众中
威信较高的党员以及文化程度高的
党员吸收进村支“两委”。几年来，
村里从创业青年、退伍军人和致富
能手中，发展年轻党员6名，培养村
支“两委”后备干部3名。大学生村
官“新鲜血液”的注入，更加充实着
村支“两委”班子综合素质和能力。

老支书的选择题
钟慧燕 尹其奇

门合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谢焄）今年，抚州电网将
计划固定资产投资 8.06亿元，完成基建工程计划。
重点抓好110千伏南丰桑田等两项续建工程和110
千伏金溪对桥等9项新建工程的节点管控；5月底，
全面完成2014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今年年底，完
成2015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80%目标任务，实施4
个“整乡整镇”项目改造试点。

抚州电网今年拟固投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