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无旁骛 志在打赢
脱贫攻坚“百日行动”进行时

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袁今后 3年要重点抓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
攻坚战袁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其中
之一遥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中国特色
扶贫开发理论的新发展遥小康路
上一个不能少袁精准扶贫尧精准
脱贫袁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最深刻尧最集中尧最生动
的体现和阐释袁充分展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尧务实
的思想作风和科学的思想方法遥
习近平精准扶贫的思想不仅成
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行动
指南袁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扶贫理论贡献了智慧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

书记从党和国家全局发展的高
度袁 把扶贫开发作为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来
抓遥 2012年 12月袁党的十八大闭
幕后不久袁 习近平总书记就到革
命老区河北阜平袁 进村入户看贫
情袁提出了科学扶贫尧内源扶贫等
重要思想遥 2013年袁习近平总书
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调研时袁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遥 2014年袁习
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精细化
管理尧精确化配置尧精准化扶持等
重要思想遥 2015年袁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到陕西尧 贵州调研考察扶
贫工作袁又提出了野六个精准冶遥在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袁 习近
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 野五个一
批冶袁 进一步完善了精准扶贫尧精
准脱贫的基本方略遥 2016 年以

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袁考
察重庆和江西尧宁夏尧河北尧山西
等地袁围绕精准扶贫尧精准脱贫这
个重大问题袁 作了一系列深入的
阐释遥2017年以来袁随着脱贫攻坚
战深入推进袁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
步指出袁扶持谁尧谁来扶尧怎么扶尧
如何退袁全过程都要精准袁有的需
要下一番野绣花冶功夫遥 党的十九
大上袁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坚持
大格局扶贫遥 这些论述形成了习
近平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袁 集中
体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袁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
了强大精神动力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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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叶坪乡山岐村梦想家园位于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对面袁

房屋占地面积 340.5平方米袁共建两栋两层 3个单元袁设计
12户袁 目前袁 入住梦想家园窑山岐的贫困户有 12户共 37
人袁 帮扶挂点单位市扶贫和移民办为他们配齐了家具尧家
电袁贫困户直接拎包入住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为帮助居住
在深山尧生产生
活条件极差的
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尽快脱贫袁
日东乡贡潭村
在村委会旁建
起 10 套移民安
置房袁目前已入
住 8 户袁另 2 户
将在春节前入
住遥 图为贫困户
在新居叠被子遥
杨华
本报记者朱燕摄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新年第
一天袁 叶坪田坞乡村旅游项目海洋
馆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袁 工人师
傅放弃元旦休假袁 正加紧推进馆内
装修袁力争早日完工袁丰富游客旅游
项目遥
田坞乡村旅游项目是列入赣州

市服务业攻坚办调度的现代服务业
项目之一袁 总投资 6.75亿元袁2017
年完成项目总投资 4.75亿元袁该项
目将于今年全面完工遥据了解袁我市
现代服务业攻坚战项目共 163 个袁
其中新建项目 78个袁 续建项目 78
个袁总投资 1071.02亿元遥 列入赣州
调度的项目有 7个袁 全年完成投资
额 13.5亿元袁 完成投资率 109.1%曰
现代服务业攻坚战重点调度的 13
个项目已开工 9个项目袁 开工率达
69%遥

2017年袁我市坚持以项目为抓
手袁 统筹推进现代服务业攻坚战各
项工作袁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77
亿元袁增长 11%袁占 GDP比重 53%曰
实现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27亿元袁
增长 14%曰 实现规模以上服务业营
业收入 6亿元袁增长 60%遥新增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 10家遥
主动作为袁招大引强遥我市坚持

以项目为突破口袁围绕野现代金融尧
文化旅游尧现代物流尧电子商务尧健
康养老冶 等五大产业精心谋划包装
项目遥 同时袁加强跑部进厅袁沟通汇

报袁全力争取中央和省大力支持遥
2017年我市现代服务业攻坚捷报频传院 成功签

约文化旅游项目 5个袁 项目签约资金达 187.8亿元袁
全域旅游发展增添后劲曰瑞金风景区获评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曰罗汉岩晋级国家 4A级景区曰红色文化创意
产业园被列入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曰 获评 2017中
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 TOP20尧 全国候鸟旅居
小城等众多省级尧国家级荣誉称号遥

完善保障袁畅通机制遥 为使攻坚机制更加顺畅袁我
市通过加强信息报送机制尧制定叶瑞金市服务业攻坚战
考评办法曳并纳入叶瑞金市 2017年度重点工作考评方
案曳袁进一步调动工作积极性遥同时建立微信公众号尧微
信工作群加强沟通联络袁有效推进了项目建设遥针对项
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土地尧征地拆迁尧资金等问题马上
办尧及时管尧积极动遥 及时有效的解决了项目推进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袁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遥
五大产业齐头并进遥文化旅游产业方面袁我市呈现

野四多冶好成绩即旅游规划多曰洽谈项目多曰节庆活动
多曰旅游人次多袁旅游总收入达到 45.43亿元遥 现代金
融产业方面袁成功帮助辉腾建筑材料尧玖龙祥矿业尧宏
科电子等 14家企业成功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曰曰加快瑞金光大村镇银行设立进程袁推动传统金融
行业总量扩张袁 赣州银座村镇银行瑞金壬田支行正式
营业遥 电子商务产业方面院全年实现电商交易额 26.47
亿元袁 同比增长 60.42%袁 其中农村电商交易额达到
18.53亿元遥 现代物流产业方面院 全年社会物流总额
250?亿元袁增长 18%袁物流业增加值?16?亿元袁增长?
12?%遥全市物流产业布局雏形已经形成袁瑞金成为赣南
东部和赣闽边际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的基础已经初步
奠定遥健康养老方面院瑞金市医养一体化健康服务中心
项目已完工并交付运营商曰 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已完
成土建主体部分袁 正在实施室内装饰工程及钢结构屋
面层施工袁预计 2018年可竣工验收遥 争取上级扶持资
金 480万元开工建设瑞金市红都全民健身中心遥

提到谢坊镇安背村刘金秀袁
认识的人都会心生爱怜和敬佩袁
她是全镇唯一的女支书遥年近花
甲的刘金秀袁面对家庭出现的不
幸袁这位刚强的女汉子一方面撑
起家庭袁一方面身先士卒袁艰苦
创业袁 带领全村干群攻坚克难袁
实现精准扶贫等工作在全镇名
列前茅袁多次被评为野优秀共产
党员冶尧野模范个人冶尧野优秀党支
部书冶遥

家庭的变故来自家里最重
要的两个男人遥一个是她唯一的
儿子袁他曾是优秀的人民教师却

因为前几年交友不慎袁深陷债务
泥沼袁最后丢了公职曰再是她的
爱人身体不适袁被查出鼻癌遥 家
庭的顶梁柱双双遭遇波折袁作为
女主人袁刘金秀已不记得多少次
以泪洗面遥

近几年来袁 刘金秀借精准
扶贫东风袁 竭尽全力为安背乡
亲谋福祉遥 她带领村两委班子
紧紧围绕精准脱贫兴产业尧惠
民生袁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遥 为
推动村域经济发展袁 增加群众
收入袁提高村民生活水平袁刘金
秀带领群众大力发展多种产

业袁组建合作社袁目前共种植白
莲 320 亩袁脐橙 787 亩袁直接带
动贫困群众人年均增收 3000
元遥 同时袁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袁 她积极向镇党委政府和挂
点单位争资争项袁 先后在安背
小学和自来水厂安装了 55 千
瓦的光伏电站袁 每年可为村集
体增收 3 万余元遥 通过前期的
全面调查尧摸底袁在上级有关部
门和挂点单位的支持袁 村级生
产生活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袁硬
化小组道路 5公里袁修复山塘 3
座袁新修水渠 2000米遥

为乡亲谋福祉
要要要记谢坊镇安背村党支部书记刘金秀 阴李敏 本报记者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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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红色模范 决胜全面小康

精准扶贫，“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
阴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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