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0名事实孤儿
获救助金 22.8万元
本报讯 渊时红 记者黄书文冤为呼吁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和关爱事实孤儿健康成长袁让
他们在脱贫路上不掉队袁12月 2日上午袁市妇
联在体育馆广场举办野凝心聚爱 牵手事实孤
儿冶帮扶救助活动启动仪式袁参加仪式的有爱
心企业代表尧 各乡镇妇联主席和机关妇委会
主任尧妇女代表尧事实孤儿代表尧各协会志愿
者袁共计 230人遥
启动仪式上市妇联为全市 380名事实孤

儿发放救助金 22.8万元遥 仪式结束后袁志愿服
务队伍分为 6个组奔赴全市 17个乡镇袁 并围
绕崇德向善尧 励志感恩主题开展志愿陪伴活
动袁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给孩子们送去了爱
心物资袁让孩子们感受到冬日里的别样温暖遥

男子行事荒唐要要要

受人指使 尿泼餐馆
本报讯 渊廖俊卿 记者黄书文冤一男子受人指

使对他人餐馆进行泼尿袁原因竟是因为报复袁最后
落得个行政拘留的下场遥

今年 10月 24日袁 象湖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袁八
一南路野伢妹子冶餐馆 10月 23日夜里被人泼尿报
复遥接到报警后袁象湖派出所高度重视袁立即组织精
干警力前往案发现场遥 经民警认真勘察现场袁仔细
查看对比周边监控视频袁发现 23日凌晨 3时许袁一
名身材高瘦袁身穿黑色连帽夹克尧面戴白色口罩的
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遥 获取这一信息后袁民警一边
继续走访收集排查嫌疑人信息袁另一边在野伢妹子冶
餐馆附近巡逻蹲守遥 同时袁民警让该餐馆老板朱某
加强警惕袁一旦发现有关嫌疑人的任何线索立即通
知警方遥

11月 22日袁 民警接到朱某信息称有人在其店
附近鬼鬼祟祟袁似乎在打探什么消息遥随后民警立刻
在其店附近展开布控袁23日凌晨 3时许袁一名身材高
瘦袁 身穿黑色连帽夹克面戴白色口罩的年轻男子提
着桶重物在野伢妹子冶餐馆卷闸门前左右窥探袁民警
在朱某的帮助下将其抓获袁并当场缴获一桶粪便遥

经查袁犯罪嫌疑人朱某亮渊男袁30岁袁有吸毒前
科冤受绰号为野胡公子冶的男子渊身份待查袁在逃冤指
使袁于 10月 23日凌晨 3时许袁对野伢妹子冶餐馆实
施泼尿报复曰11月 23日受邬某强指使准备对野伢妹
子冶餐馆再次实施泼粪报复遥因朱某亮有吸毒前科袁
民警在对其进行尿样检测中发现袁其尿检结果冰毒
为阳性袁现已查明袁11月 21日 15时许袁朱某亮在象
湖镇向阳北路住所内吸食了毒品遥

目前袁朱某亮因公然侮辱他人和吸食毒品已被
行政拘留袁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遥警方提醒院任何
情况下都不要轻易受他人指使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袁
不然等待你的只有是高墙内的反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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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周刊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日前袁记
者从市有关部门获悉袁瑞兴于快速交
通走廊瑞金快速干道渊含瑞金机场连
接线冤已获得批准建设袁项目正在招
标遥 该项目起点叶坪乡禾仓村袁与
G206 线相交渊K1872+420 处冤袁终点
黄柏乡上塅村 袁 与 G309 线相交
渊K404+630处冤袁 与瑞金北互通高速
出入口连接线相接袁全长 11公里渊路
线主线长 9.98公里袁 支线长 1.05公
里冤遥 公路等级为一级袁 设计速度
80Km/h袁路基宽度 50m袁路面结构类
型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遥

据了解袁 在国务院出台的支持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

干意见中袁提出了研究设立瑞兴于
经济振兴试验区遥 当年 7 月袁赣州
市正式启动了规划编制工作袁先后
共修改 30 余次袁 设想是将瑞兴于
试验区建成 野老区中的经济特区冶
野特区中的试验区冶遥瑞兴于快速走
廊项目总投资预计 58.2 亿元袁跨
越瑞金 尧兴国 尧宁都 尧于都四个县
渊市冤袁全长 152.7 公里袁途经我市
叶坪乡尧瑞金机场尧黄柏乡袁宁都县
对坊乡袁我市瑞林镇袁于都县银坑
镇尧宽田乡尧车溪乡尧岭背镇袁兴国
县社富乡尧杰村乡尧埠头乡尧兴国高
铁西站渊在建冤遥 道路全线长约 137
公里袁其中我市境内长约 60 公里尧

于都县境内长约 30 公里袁 兴国县
境内长约 47 公里遥 全线拟按一级
公路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袁路基宽
度 22.5m袁117 公里采用设计速度
80 公里每小时袁 约 20 公里困难路
段采用 60 公里每小时遥 该路线的
建成可直接辐射 11 个乡镇袁 直接
受益乡镇人口约 52.4 万人袁连接沿
线旅游景点 23 处遥 该项目的建设
将有利于三地实现互联互通和一
体化发展袁为试验区发展提供高效
快捷的交通保障袁同时对试验区的
工业发展尧红色旅游尧特色城镇化
建设尧现代化农业将起到很强的带
动作用遥

黄元米果袁 客家一道美食袁我
市众多乡村都有年前打黄元米果
的习俗遥 品遍各地米果袁当数产自
万田的最受消费者青睐遥 如今袁久
负盛名的万田米果已成为当地群
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袁精心包装
制作的产品远销四方遥

地处偏远山区的万田袁长期以
来群众收入增长缓慢遥在脱贫攻坚
中袁当地结合实际袁把黄元米果作
为一项重要的脱贫产业袁提出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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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作为一
种商品进行销售遥并重新对麻地村
万丰大禾谷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
注册袁 经营范围扩大到预包装食
品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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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黄元米果原材料质优量

足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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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提高效率产
量袁并注册了野万田乡麻地米果冶商
标遥 同时袁聘用技术顾问袁由支部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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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组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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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还积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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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网上销售曰与万田乡惠州流动
党支部协助袁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袁
开拓市外销售市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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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合作社统一名义对外销售经营遥
通过体制机制完善袁黄元米果的价
格由原来的每斤 5元提高到每斤 6
元袁通过电商部分网上销售价格已
经达每斤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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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袁2016年
全乡共有 108 户贫困将通过黄元
米果产业实现脱贫目标曰 今年袁还
有更多的当地群众依靠黄元米果
脱贫致富遥

瑞金荣获“2017 全国
候鸟旅居小城”称号

本报讯 渊记者黄书文冤12月 3日袁2017全
国候鸟旅居小城共建大会在深圳市沙井海上
田园举办袁 我市荣获 野2017全国候鸟旅居小
城冶称号遥
今年 5月袁中国候鸟旅居小城榜由国家旅

游局红色旅游办尧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旅游扶
贫联盟尧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等联合评定遥
野候鸟旅居小城冶榜主要以气候尧物候资源对
旅居活动的不同影响为导向袁 将不同特色的
代表性候鸟旅居县渊市尧区冤域细分为温暖猫
冬尧山花烂漫尧斑斓红叶尧清新御霾尧温泉康养
等 24个特色类型袁 当选者必须同时满足气
候尧游憩尧景观尧人文尧服务尧交通尧环境尧口碑尧
底子尧 班子等十好才能入选袁 每个单项有 20
家入围袁最终通过公示尧考察与甄选袁遴选出
专项十佳和全国百佳榜单遥

叶坪大道边的桃花尧 二苏大旧址的樱花尧
红井景区的油菜花噎噎一到春天袁红色旧址尧绿
色田野尧金色油菜花交相辉映袁构成一幅独具特
色的田园风光画,还有罗汉岩风景奇秀尧山水相
依袁令人仿佛走进了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遥
我市正是以这样优良的生态资源尧 自然环境和
气候宜人的条件入围野山花烂漫冶10佳榜单遥

候鸟旅居小城的行动和目标是探索 野绿
水青山冶转化为野金山银山冶的具体路径袁全力
推进野观光旅游冶转型升级为野健康旅居冶新业
态袁精准对接国家旅游扶贫政策袁推动各小城
旅游业态从野观光旅游冶转型提升为野健康旅
居冶袁通过野旅游变旅居冶全面提升各老区县旅
游的含金量遥

瑞兴于快速走廊开工在即
辐射 4县 11乡镇

近日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
合九堡中心卫生院举办了道路运
输企业艾滋病防治专题讲座袁向司
机朋友宣传讲解艾滋病防治的相
关知识遥

曾燕华 杨珊摄

万田米果远销四方
阴本报记者钟先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