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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获批袁今后群众办事将享受到野一站式服务冶野一支笔
审签冶的便捷高效曰经开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袁搭起瑞金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平台曰赣江源自然
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袁有力保障了瑞金生态
文明曰区域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落户曰瑞兴于经济
振兴试验区总体规划获批噎噎近年来袁我市不断深化重
点领域改革袁争取了一系列管理权限和优惠政策袁破除
制约发展瓶颈袁搅活一池春水袁经济社会迎来大发展遥

目前袁叶若干意见曳涉及瑞金的 131项事项袁已有 63
项落实到位曰 瑞兴于经济振兴试验区总体规划涉及瑞金
的 122项支持事项袁已有 44项落实到位曰争取并开展了
首批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等国家级试点 4个袁 省直管
改革试点等省级试点事项 6个曰大力推进野放管服冶和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袁精简行政审批项目 430项袁
精简率达 69.1%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袁累计颁发野五证合
一冶营业执照 2732张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袁成功运作总
投资 35.24亿元的瑞金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尧 文化艺术
中心等 4个 PPP项目袁 在赣州县市一级率先发行了规
模 12亿元的经开区企业债曰 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袁
将原有 11个公司整合成立 3个公司尧4个子公司袁成立
工业投资公司筹集 2亿元产业基金遥 财政部尧银监会作
为我市的对口支援部委袁 积极帮助瑞金市推进金融改
革创新尧筹建民营银行尧引进金融机构尧推进农村金融
改革创新试点遥 目前袁江西银行尧招商银行尧九江银行入
驻并已正式营业袁 光大银行独立法人村镇银行完成内
部程序袁即将在瑞金设立总部袁农信社成功改制成农村
商业银行袁华融瑞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入运营袁中国
西金创意产业基金注册成立袁 设立了全省首个普惠金
融工作站袁被列
为银行业普惠
金 融 示 范 县
渊市冤遥

沙洲坝八一希望学校开展系列活动

向国旗敬礼 做爱国好少年
本报讯 渊朱娜冤9月 25日早上袁沙洲坝八一希望学

校举行了野向国旗敬礼袁做爱国好少年冶升旗仪式袁全校
1千多名学生面向国旗袁进行了庄严的宣誓遥

升旗仪式上袁六渊3冤班的同学们给大家做了以野向国
旗敬礼袁做爱国好少年冶为主题的演讲遥野五星红旗袁你是
我的骄傲浴五星红旗袁你是我的自豪浴 冶质朴的话语显示
出孩子们的拳拳爱国之心遥

随着国庆临近袁该校广泛开展野向国旗敬礼冶系列活
动遥 利用红领巾广播站播放爱国歌曲袁讲述历史故事和
革命故事袁培育民族精神袁增进学生爱国情感遥各中队利
用少先队活动课袁开展野向国旗敬礼冶主题队会活动袁升
华孩子们的爱国情感遥 此外袁学校大队部还倡议学生与
家人一同登录中国文明网袁面向国旗敬礼并进行网上签
名寄语活动袁以各种形式致敬祖国遥

黄元米果在万田袁 万田米果看麻
地遥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袁万田乡麻
地村结合村情实际袁 根据群众发展意
愿袁积极发展黄元米果产业袁探索出一
条独具地域特色的产业扶贫之路遥

树立一个理念袁把产品变商品遥 在
以前袁打制黄元米果只是一种客家人过
年习俗袁群众把打制的黄元米果仅当作
备置的年货袁偶尔用作送亲戚朋友的物
品遥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袁乡村干部
与驻村工作队通过深入群众调研袁提出
将产品变商品的理念袁动员广大群众将
打制的黄元米果推向市场销售袁作为一
种商品进行销售遥

搭建一个组织袁把个体变团体遥 在
2013 年根据上级要求袁 麻地村委会组
建成立了万丰大禾谷种植专业合作
社袁 但由于合作社经营许可范围只有
大禾谷种植业务袁 而且由于机构组织
不健全尧质量良莠不齐尧运营模式不规
范尧市场化经营进程缓慢袁示范带领作
用小袁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遥 2016 年袁
通过合作社成员商定袁 重新对合作社

进行注册袁扩大经营范围袁经营范围扩
大到预包装食品袁 并吸收贫困户共同
加入合作社遥 目前合作社共吸收贫困
户 30户参与合作经营遥 同时成立了万
田乡黄元米果产业联合党支部袁 合作
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袁 搭建了一个更
加宽广的平台遥

制订一个标准袁把成品变优品遥 为
保证黄元米果原材料质优量足袁在村党
支部的指导下袁各专业合作社通过共同
商讨袁明确三条措施院一是实现野五统
一冶院统一品种尧统一技术尧统一配方尧统
一品牌尧统一包装遥 合作社统一购置大
禾谷品种进行种植袁大禾谷种植也由传
统的插秧种植变为抛秧种植提高效率产
量袁并先后注册了野万田乡麻地米果冶商
标袁做到统一品牌尧统一包装袁使万田黄

元米果开始有了身份走向市场遥 二是聘
用技术顾问员袁由支部牵头成立技术顾
问组袁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村民为技术
顾问员遥 三是组建质量监督组袁组建质
量监督队伍袁不定期对合作社加工生产
的米果进行监督检查袁确保上市米果质
量遥

完善一套体制袁把输血变造血遥 合
作社积极实施野走出去尧请进来冶战略袁
组建市场营销员队伍袁营销员通过对接
各大型超市袁 使黄元米果进入超市销
售曰开通网上销售渠道袁通过电商实现
网上销售曰通过万田乡惠州流动党支部
协助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袁开拓市外销
售市场遥 村集体统一购置设备袁参加合
作社经营袁 农户则以原料或产品入股遥
在日常管理中袁采取野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基地冶模式袁由各农户分散种植黄
元米果主要原料要要要大禾谷袁在生产制
作阶段袁由合作社统一配方标准袁合作
社成员自行制作黄元米果袁最后再统一
以合作社名义对外销售经营遥 通过体制
机制完善袁麻地黄元米果的价格由原来
的 5元 辕斤提高到 6元 辕斤袁通过电商袁部
分网上销售价格已经达 10元 辕斤遥 村集
体按经营提成 0.2 元 辕斤的标准进行提
成袁2016年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5万
余元袁实现富民强村目标遥

2016年袁麻地村共种植大禾 300余
亩袁 按平均每亩产大禾谷 800 余斤计
算袁 实现产值 140 余万元袁 人均增收
1348 元遥 在万丰大禾谷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带动下袁2016 年全乡共种植大禾
谷 1000余亩袁 总产量达 30余万公斤袁
生产黄元米果 36 万公斤袁 总产值达
432万元遥

本报讯 渊钟金兰 谢桂明冤为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袁 培养学生业
余兴趣袁 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袁9月
20袁 瑞金中专学生社团招新活动
拉开了序幕遥

新学期伊始袁 学校不断扩大
社团机构袁不断充实新鲜血液遥吸
引了大批学生前来报名遥 本次瑞
金中专一共设立了 14个社团袁涵
盖了院 摄影协会尧 赣南采茶戏社
团尧绿荫合唱团尧器乐社团尧综艺
大观尧Soul Dance街舞团尧美术协

会尧绿湖书法社尧棋艺协会尧花样
跳绳社团尧 篮球协会尧 乒乓球协
会尧羽毛球协会尧武术协会遥 从文
体到艺术袁从传统到现代袁共 1000
名左右学生参加遥 社团形式丰富
多彩袁 为学生发展兴趣提供多种
选择袁 进一步充实了校园文化内
涵遥

近年来袁瑞金中专高度
重视学生素质教育袁积极培
养一专多能的专业技术人
才袁针对学生个性发展方面

下足了功夫遥 充分利用下午第三
节课时间袁开设学生第二课堂遥在
各专业部成立技能竞赛训练小组
的同时袁 由校团委组织在全校范
围内开展大型学生社团活动遥

体制改革搅活一池春水

麻地米果香四溢
阴本报记者钟先海

近日袁市直
机关幼儿园党
支部组织党员
和教师在网上
认捐微心愿遥她
们来到九堡镇
石角村和谢村
贫困户家袁送去
油尧米尧电视机尧
电风扇尧箱包等
微心愿袁送去老
师们浓浓的爱
和关怀浴

谢 荟 摄

瑞金中专学生踊跃入社进团

渊上接第 1版冤 市四套班子领导和
各乡镇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
示范尧深学一层袁为广大党员干部
当好表率尧树好标杆曰要认真梳理
整改袁对照省尧赣州市督查尧巡查
和检查发现的问题袁 认真进行梳
理总结袁建立问题整改台账袁进行
逐条销号整改曰要制定行动方案袁
开展脱贫攻坚野百日行动冶袁动员

全市上下以鹿心社书记的调研指
导和关心关怀为动力袁 确保按时
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曰要
迅速总结经验袁 各乡镇部门要对
制度建设尧基础工作尧攻坚措施尧
项目推进等方面的一些特色做法
进行总结提炼袁 推广出更多可复
制尧 可推广的脱贫攻坚 野瑞金经
验冶曰要扎实抓好脱贫攻坚各项任

务推进袁 全市各级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尧以身作则袁保
持清醒的头脑尧 良好的工作作风
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袁 抓好问题整
改尧政策落实尧项目推进等各项工
作曰要加强与省尧赣州市等部门的
沟通对接袁趁热打铁袁继续积极争
取上级部门在政策尧资金尧项目尧
指标等方面给予我市关心支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