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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连日来袁市经开区金龙大
道污水管工程紧张有序推进遥截
至目前袁 已完成长征大道至 323
国道段排污管及支管埋设袁完成
投资额 570万元袁占工程总量的
80%遥 姚志强 谢雁

绎日前袁市工业投资公司抢
抓晴好天气袁组织人员对经开区
道路两侧企业退让闲置范围内
的土地附着物进行清除袁为即将
进行的人行道铺砖及绿化提升

改造作准备遥 谢雁

绎为解决未参保大集体企业
退休人员等的养老生活补助问
题袁市社保局对未参保城镇大集
体企业退休人员等养老生活补
助标准进行调整遥 从 2017 年 1
月 1日起袁针对符合条件的未参
保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由原养
老生活补助标准 375 元每人每
月调整为 395元每人每月遥

林志强 记者朱燕

绎11月 25日袁 由赣州市卫
生计生委主办的首届二级综合
医院品管圈大赛在赣州市人民
医院举行袁 来自全市 18个县市
28个圈组参赛袁 在 28组参赛作
品中评选出 19 个圈组参加决
赛遥 经过激烈的角逐袁瑞金市人
民医院参加的野协手圈冶中野降低
留置针意外拔管率冶在决赛中获
二等奖遥 野精药圈冶 野降低门诊药
房处方调剂差错率冶获三等奖遥

刘晓岚 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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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1日晚袁庆祝红都窑金街渊原金满地项目冤地面工

程竣工曁跨年文艺晚会举行遥红都窑金街项目工程系市政重
点工程袁也是平战结合的国家人防工程袁即平时可用于商业
经营袁战时可作人防设施遥 日前袁地下人防及商业设施正在
完善中遥 本报记者温云高摄

元旦假期袁
我市旅游市场
持续火爆袁旅游
人数和旅游收
入再创新高袁3
天共接待游客
10.2万人次袁同
比增长 9.7% 袁
实现旅游收入
2346 万元 袁同
比增长 55.5%遥
图为叶坪景区
游 客 爆 满 场
景遥

本报记者黄书文摄

本报讯 渊记者袁南军冤前不久袁
叶坪乡田坞村万亩蔬菜基地迎来扶
贫产品采购大会一批与会来宾遥来宾
们对基地科学成熟的经营机制和品
质上好的蔬菜产品大加赞赏遥近几年
来袁 我市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发展袁把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袁先后出台实施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多项措施袁大
力发展蔬菜尧脐橙尧油茶等农业优势
产业遥

野在我们瑞金袁 新增集中连片 20
亩及以上的蔬菜基地给予一次性 500
元/亩遥 冶蔬菜基地负责人介绍的这项
激励措施是我市 2015年出台的蔬菜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里的一项扶持政
策遥 几年来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尧政策
奖补和信贷支持袁我市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不断优化遥 目前袁全市种植蔬菜
14.8万亩袁脐橙 14.3 万亩袁油茶 13.9

万亩袁烟叶 1.67万亩袁白莲 1.74万亩遥
设施农业规模稳居赣州前列袁正在向
建设国家生态农业示范区目标迈进遥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
力袁我市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生产智慧
化尧标准化尧品牌化尧协同化建设袁瑞
金农产品品牌逐渐叫响国内外市场遥
壬田镇老奶奶廖秀英擅长腌制咸鸭
蛋遥 2015年袁廖奶奶动员贫困户成立
合作社袁借助电商销售咸鸭蛋袁帮助
30 多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2 万余元遥
野廖奶奶冶 咸鸭蛋成为线上线下的知
名品牌遥 此外袁我市还打造了九丰农
业尧绿野轩茶油尧武夷源茶叶等一大
批特色农业产业品牌袁拥有省以上认
证的无公害农产品 22个袁 农业品牌
数量位居赣州前列袁并列为国家有机
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遥

野选准一个产业尧打造一个龙头尧
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尧扶持一笔资

金尧培育一套服务体系冶袁这是我市创
新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 野五个一冶模
式遥 其中袁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
作用袁至关重要遥 九丰现代高效农业
产业园项目袁 去年刚刚引进并投产袁
今年一跃成为我市蔬菜产业的龙头遥
该园区吸纳长期务工人员 300人袁每
年免费培训职业农民 2000人遥

像九丰这样的农业龙头企业我
市还有 10余家袁 这些企业带领当地
农民发展蔬菜尧脐橙尧油茶尧烟叶尧养
蜂等致富产业袁形成了野公司+基地+
合作社+贫困户冶 的利益联结模式袁
使得我市产业扶贫行稳致远袁贫困群
众持续增收遥 截至目前袁我市蔬菜基
地面积达 1.5万余亩袁带动全市贫困
户 2800 户尧7200 人参与蔬菜种植袁
每户增收 9700元曰 全市油茶种植面
积 13.9万亩袁累计带动 4800户贫困
家庭实现增收遥

10年前袁在展望中国经
济时袁一位外国投资家直言袁
自己看好中国农业遥 如今袁
站在首届全国新农民新技术
创业创新博览会参展台前袁
只见机器人摘黄瓜尧猪脸远
程识别尧云端放养管理尧大田
测土配方施肥等野互联网+冶
的农业应用层出不穷遥 中国
农业的发展袁早已不是傻大
黑粗袁也印证了那位投资家
的断言遥

透过人声鼎沸的博览
会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
的生产方式尧组织方式尧管理
方式正在发生质的嬗变袁未
来农业的 6种趋势袁 已可见
端倪遥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水平全面提升遥 虽不追
求粮食连续增产袁但必须巩
固和提升产能袁把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遥 战略上要坚
持藏粮于地尧藏粮于技曰战术
上要重点加强粮食主产区尧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建设袁大规模
推进农田水利尧土地整治尧中
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遥

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的引领水平全面提升遥 把现代生产要素尧经营
模式尧发展理念引入农业袁是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遥 要在完善野三权分置冶路径尧引导
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尧 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尧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多下
功夫袁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遥

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提升遥 强化现代
种业尧智慧农业尧农机装备等关键性技术研发
攻关袁重点突破一批世界领先尧能够支撑引领
现代农业发展尧 对我国农业转型升级产生革
命性影响的重大品种尧 共性关键技术和现代
装备袁力争到 2020年袁完成主要农作物新一轮
品种更新换代遥

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水平全面提升遥 这是
调动农民积极性尧 增加务农种粮收入从而稳
定农业的重要保证袁 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必
然要求遥 要大力推进农业节本增效袁实施农业
品牌战略袁发展高效优质农产品袁延长农业产
业链尧价值链袁发展农业分享经济袁提高劳动
生产率尧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遥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升遥 民以食
为天袁质量安全是农业发展的一场硬仗遥 要坚
持野产出来冶和野管出来冶两手抓尧两手硬袁加快
推进监管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袁 加大抽检覆
盖率袁力争到 2020年袁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袁质量安全水平稳定提升遥

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全面提升遥 抓住农
业生产能力提高和农产品供给充足的历史机
遇袁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袁打好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袁 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遥力争到 2020年袁农业面源污染和环境突出
问题治理实现重点突破袁 初步形成生产尧生
活尧生态协调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遥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袁
这样艰巨的使命袁 必须依靠属于农村农业农
民的创新创业来提供驱动力遥 统计显示袁目前
中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65%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56%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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