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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完成土地征收工作总
量的 95%尧 全市第一个采用空腹
楼板建设地下室尧 比原计划进度
整整提前两个月完成主体工程施
工噎噎这是我市野一江两岸冶棚户
区改造白面坝返迁安置房项目一
期工程建设交出的亮丽成绩单遥
记者近日来到项目工地袁 走访了
相关单位负责人袁 采撷成绩单背
后的新闻遥

惠民政策落地袁群众大力支持征地
项目位于象湖镇岗背村白

面坝小组袁 总用地面积 217.64
亩袁 总建筑面积 432220.68 平方
米袁 建设 27栋计 2739套返迁安
置房及相关配套用房遥 项目分两
期实施袁其中目前在建的项目一
期工程用地面积 107.82 亩 袁除
30 亩种植苗木外其他均在种植
商品蔬菜遥

去年 4月份土地征收工作启
动后袁镇村干部合理安排时间尧人
员袁 错开农户劳作时间袁 利用早
上尧晚上尧节假日等村民在家的时
段迅速将市里的补偿标准和相关
优惠政策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袁一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征地总任务数
的 95%遥 野过几年我也能像有单位
的人一样领到耶工资爷袁我当然愿
意签字袁老了做不动了袁有生活保
障袁又能为市里的发展做点贡献袁
多好呀浴冶51岁的杨小春是村里第
一个同意土地被征收的村民袁他
所说的野工资冶是市里给被征收土
地的村民办理的失地农民保险袁
男士 60周岁后就可以每月领取一定的社保资金袁 女士
55周岁后便可领取遥

岗背村支部书记钟斌告诉记者袁 征地工作迅速推
进袁除了得益于市里的各项好政策外袁解决村民的就业
难题袁谋划创业门路也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遥 协议签
订时袁村里与施工方达成协议袁在工程建设中袁施工单位
优先雇用白面坝失地农民到工地做工袁这样一来愿意到
工地务工的农民还能每个月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袁同
时袁村里成立了建筑设备租赁公司袁由村民自愿入股袁现
在城东片区项目所用的钢管架均是在该公司租赁的袁另
外袁 村民经过培训后又可以以工人的身份挣取工资袁实
现收入多元化遥

各方密切配合袁主体工程提前两月封顶
野市里尧业主单位及岗背村村委都给了我们非常

大的支持袁不然天气再好袁我们施工人员再多也无
法保证施工进度遥 冶负责承建白面坝返迁安置房一
期房建工程的浙江长业建设集团工程师陈斯贵对
我市各方在保障项目顺利施工方面所做的努力给
予高度赞誉遥

资金保障到位遥在推进白面坝返迁安置房一期房建
工程中袁我市向农发行贷款 9亿元袁其中 4亿多元用于
返迁房的建设袁剩余资金为征地补偿资金袁同时袁向国开
行贷款 10亿元用于二期拆迁补偿袁 资金的及时拨付到
位袁有力推动了项目前期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专家保驾护航遥市房产置业公司是白面坝返迁安置
房一期房建工程的业主单位袁负责该项目的副总经理杨
跃辉是我市规委会专家组成员尧也是省招投标专家库评
标专家遥他提出的对地下室建设实行空腹楼板建设的意
见被施工方所采纳袁不仅节约了工程造价袁也使项目整
体看起来更美观袁这也是我市在建项目中首次使用空腹
楼板建设的方式遥

今年 10月底袁 白面坝返迁安置房一期房建工程全
面封顶袁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两个月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冤11月
13日袁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
在公务大楼会议中心召开遥 市委
书记许锐主持并讲话曰 市委副书
记曾平部署动态调整信息录入尧
村庄环境整治以及迎接国家尧省
考核评估工作曰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学通尧 市政协主席彭强等在
家的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曰副
市长宋平荣部署道路交通建设
野百日攻坚冶工作遥

会上袁许锐要求袁要准确细致
地抓好信息录入和更正工作袁保
障时间和力量袁 切实抓好错误信
息整改和内业资料的完善袁 严格
履行工作程序袁落实帮扶措施袁特
别是做好动态调整新增贫困户的
帮扶工作曰 要全面开展乡村环境
整治袁抓好公共场所环境整治尧家
庭环境整治和环境保护与治理袁
坚决拆除空心房袁 抓好美丽乡村
示范点建设袁 建立村庄环境整治
长效机制曰 要打好道路交通建设
攻坚战袁 对群众反映强烈和列入
赣州重点建设的项目袁 今年一定
要开工建设袁11月底前各村通组
路要全面完成袁 对已修好的道路
要严格落实管护责任袁 同时要抓
好资金筹措工作曰 要加快项目扫
尾工作袁 抓紧完成贫困村退出九
大指标体系项目和贫困户 野四改
一整治冶野四有一满意冶项目袁同时
要抓好项目建设资料的完善遥 此

外袁 各乡镇要查漏补缺尧 落实责
任尧加强工作检查调度袁消除和清
理项目推进中的盲点尧死角袁在规
定时间内补齐短板袁 实现脱贫攻
坚完美收官遥

许锐强调袁 要加强作风和纪
律建设袁要进一步改进作风袁按照
市委野三集中一边倒冶工作要求袁
始终保持高昂斗志袁克服疲惫尧麻
痹和侥幸思想袁 做实做细各项工
作曰要狠抓责任落实袁乡村两级是
责任主体袁要注重抓好统筹协调袁
全面落实各项扶贫政策袁 加快推
进扶贫项目建设和村庄整治袁各
行业主管部门要负责制定和完善
行业扶贫政策尧方案袁督促指导好
政策尧方案落实和项目实施袁各帮
扶单位和干部按照 野三集中一边
倒冶要求和野6+1冶工作机制袁落实
好帮扶包干责任曰 要强化督查调
度袁 落实好市精准扶贫攻坚战领
导小组一月一调度尧 职能部门和
乡镇一周一调度尧 各村一天一调
度等三个层面的调度制度袁 认真
研究和解决脱贫攻坚中的困难和
问题遥

许锐最后要求袁 要认真做好
迎接国家尧 省考核评估各项准备
工作袁一是要组建好迎检队伍袁并
加强业务培训曰 二是要完善好迎
检资料曰三是要展现好脱贫成效袁
同时袁 社会扶贫网的建设工作也
要加快推进遥

曾平在部署工作中指出袁要
集中力量抓好国扶办信息系统录
入工作袁各乡镇尧各挂点帮扶单位
一定要相互配合袁 分工有序地推
进袁 同时要同步做好新识别贫困
户脱贫和贫困村退出的各级评
议尧公示工作袁确保程序到位曰要
全力以赴做好脱贫攻坚国家尧省
考核评估各项准备工作袁 组建好
队伍袁尽早起草尧收集尧整理好迎
检材料袁 抓紧完成脱贫成果布展
和点上准备工作曰 要迅速行动起
来抓好乡村环境百日攻坚集中整
治活动袁 深入推进农村垃圾专项
治理袁 全面彻底整治农村 野空心
房冶袁加大农村野八乱冶整治力度曰
要积极开展贫困户家庭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袁结合入户走访袁加强对
贫困户的宣传教育袁 帮助引导贫
困户打扫家庭卫生袁 整理生活用
品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袁同时还要
抓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遥

会上袁 八个乡镇分别因道路
交通建设尧空心房整治尧土坯房改
造尧保障房建设尧易地搬迁等工作
滞后作了表态发言曰市副处以上袁
省尧 赣州市挂点帮扶单位分管领
导袁 赣州市委组织部驻瑞金精准
扶贫督查员袁 各乡镇党政主要负
责人尧副书记袁市委各部门袁市直尧
驻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袁 各脱贫
攻坚专项督查组组长等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调度会遥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召开
许锐主持并讲话 曾平部署相关工作 李学通彭强等出席

近年来袁
红都义工志
愿者积极倡
导绿色出行袁
通过骑行公
共自行车尧向
市民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
式袁唤起环保
意识遥图为近
日义工们在
主要街区骑
行尧 巡呼袁为
绿色出行宣
传造势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好莱克服装织造有限公司位于经开区金龙大道袁总
投资 4.6亿元袁拥有先进的喷水织布机尧大圆盘纺织机尧进
口浆纱机及全套化工精密生产及检验设备袁 近几年企业
产销两旺遥 图为日前公司纺织车间的生产场景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一
张
亮
丽
的
成
绩
单

昨
昨昨
钻一
江
两
岸
纂棚
户
区
改
造
白
面
坝
返
迁
安
置
房
项
目
一
期
工
程
建
设
纪
实

阴

本
报
记
者
刘
芬

http://www.chinarj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