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奖补激活致富内生动力
阴本报记者朱燕

渊上接第 1 版冤各乡镇党委要按照
野落实责任尧明确重点尧尽早准备尧
杜绝意外冶的目标 ,切实做好村 (社
区 )野两委冶换届选举工作 ,选优配
强村 (社区 )野两委冶班子 ,确保把政
治素质好尧致富能强尧热心群众工
作的优秀党员选进基层党组织班
子 , 尤其是要配好配强党组织书
记遥

要要要要抓突破袁努力补齐短板弱
项遥 要以全省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县
(市)建设为契机,大力探索城市党建

新模式,加快组建社区党工委和社区
管委会,构建科学合理的纵向管理机
制和横向链接机制,增强社区党建活
力遥

要要要要抓创新袁激发党建工作活
力遥 无论是全市层面,还是各乡镇各
单位,都要重视挖掘和发现先进典型,
总结和提炼先进经验遥

要要要要抓作风袁严厉整治不正之
风遥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及省委尧市委相关
规定袁大力整治野四风冶突出问题袁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遥
许锐强调袁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以这次会议为新的起点 , 一心一意
谋发展 ,聚精会神抓党建 ,不断推动
党的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 , 以党建
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 为加快建
成活力实力魅力瑞金, 打造新时代
革命老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红色模范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证遥

会议还对基层党渊工冤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测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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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黄书文
连日来袁我市有关部门和乡镇按照市委市政府

统一部署,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排查安全隐患 ,积极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尧大整顿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遥

当前袁春运进入了返程高峰遥 市交通运输局全
力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遥 在市汽车站袁市交
通运输局党员志愿者联合社会志愿者袁为前来乘车
的旅客提供便民服务袁执法人员对每一辆进出站车
辆进行严格安全检查袁确保车辆各项性能完好遥 在
道路上袁 执法人员对客运车辆乘客是否佩戴安全
带尧车辆是否具有营运资格尧车辆是否配备灭火器尧
安全锤等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袁 对违法行为发现一
起尧查处一起袁绝不让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遥

春节期间袁市文广新局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监督
检查力度袁组织人员对全市文化场所尧文娱场所尧文
物保护单位尧新闻出版行业的安全生产及消防进行
了大排查袁同时加强了对安全工作的宣传遥

市场稽查大队对全市的歌舞娱乐场所尧 网吧尧
印刷企业尧 出版物市场和书报亭等场所进行了排
查袁对发现安全隐患的场所下发整改通知书遥

中心文化站组织野红色文艺轻骑兵冶安全生产
宣传巡回演出队袁赴日东乡赣源村等地袁进行安全
生产及消防宣传袁以寓教于乐的文艺节目袁向广大
群众宣传好安全生产知识遥

市人社局班子成员分 4个组深入九华药业尧佳
华电池尧徳邦照明尧义兴体育等 18家企业袁了解招
工用工尧安全生产等情况袁宣传就业尧社保尧医保等
相关政策遥

为落实好安全生产工作袁连日来袁我市各乡镇
纷纷组织村镇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袁开展安全风险排
查袁消除安全隐患袁多措并举严把安全关遥

一丝不苟抓实安全生产

阳和启蛰袁品物皆春遥2月 27日袁
冈面乡竹园村贫困户叶英海正着手
做好猕猴桃管理工作袁为果实丰收打
下基础遥 在竹园村袁像他这样发展猕
猴桃产业的贫困户还有 12户遥 据了
解袁 为鼓励群众发展猕猴桃产业袁赣
州市林业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对贫困
户实施了 2000元/户的奖补措施袁激
发群众产业致富的内生动力遥

赣州市林业局自进驻岗面乡竹
园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以来袁 根据
省尧 市和瑞金市的扶贫工作部署袁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袁 有序推进
野两不愁三保障冶和野七改三网冶规定
的各项工作袁立足本单位职能袁发展
特色林业产业袁认真解决扶贫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袁进一步加快了当地
各项事业的建设步伐袁 群众的生产尧
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遥

产业奖补袁提高造血功能遥 为鼓
励群众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种植尧养
殖业袁该局对贫困户实施了产业奖补
措施袁进一步夯实产业脱贫基础遥 一

是鼓励群众发展油茶产业袁对去冬今
春新植油茶的农户奖补每亩 50斤有
机肥袁现已对全村 136户油茶种植户
发放有机肥共 35吨曰 二是对养殖肉
牛的贫困户奖补 2000 元/户购牛费
用袁奖补比例达到购买牛苗费用 50%
左右曰三是对种植猕猴桃的贫困户奖
补 2000元/户开发费用袁吸纳贫困户
在基地就业投劳遥 据目前统计袁有 28
户贫困户报名发展了肉牛养殖 43
头袁 有 13户贫困户报名发展猕猴桃
种植共 177.3亩遥同时袁该局还组织编
制了叶瑞金市冈面乡竹园村油茶低产
林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曳袁 制订相应帮
扶计划和措施袁邀请了省市专家开展
油茶尧 猕猴桃产业发展技术培训袁为
进一步发展油茶和猕猴桃产业提供
了技术保障遥

在注重农业产业化特色
之外也要注重多元化遥 该局
积极做好野田冶文章袁转变传
统农业发展模式袁 统筹推进
烟叶白莲等特色农业种植袁

鼓励贫困人口从大面积种植水稻向
兼种白莲尧蔬菜转型袁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袁增加务农收入曰拓宽野塘冶经济袁
因地制宜袁把山区不适宜种植农作物
的农田改造成池塘袁 通过水里养鱼尧
水面养鸭袁扩大生态养殖规模袁提速
依山傍水的产业发展遥

同时袁 该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袁努力改善群众生产尧生活条件袁加
速脱贫致富步伐遥开展帮扶以来袁该局
累计拨付资金 105万元袁 其中项目建
设资金 100万元袁工作经费 5万元袁用
于产业奖补尧改厕改沟尧修复水渠尧修
建广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袁 现已新
修水渠 1840米袁 新修排水沟 590米袁
新建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袁 修复竹园
村通往高寨小组道路 870米袁 有力地
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和七改三网建设遥

新学期伊始袁为进一步筑牢学生营养餐食品安全防线袁2月 26日袁市教育局组织相关人
员深入供餐公司袁逐项检查了本学期首批次食材情况袁并召开营养餐工作现场会袁对食品安
全尧生产安全尧车辆安全尧视频监控尧食堂环境卫生尧人员管理等工作进行了布置遥

陈秀红 本报记者朱燕摄

年二十八袁已经三年没有
回家的壬田镇青年刘鹏一下
火车就钻进了的士遥 坐在车
上袁 刘鹏不停地问这问那袁一
切对他来说都似乎很新奇遥 野
家乡真的变了袁进入城区的主
干道袁既宽敞平坦袁又干净十
足袁大道两边的排排高楼整齐
划一袁家乡正敞开着朴实的胸
膛迎接着我这多年未归的游
子遥 冶刘鹏欣喜地谈起了家乡
的变化遥

大专毕业的刘鹏在厦门
一家电子厂工作袁虽然离家不
是很远袁但好学上进的他希望
多学点东西袁多次把回家探亲
的机会让给已经成家的工友袁
一推就是三年遥 这次回来袁刘
鹏专门抽空到经开区走了走袁
看到一排排标准厂房袁刘鹏深
受感触袁他说袁市里通过多种
途径袁为外出务工者回归创业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尧最广阔的
平台袁 许多外出务工的家乡
人袁纷纷把资金尧项目和智慧带回了家乡袁充
分表明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已经驶入了前所未
有的快车道袁更反映出家乡投资环境良好袁潜
藏着的巨大商机遥 刘鹏说袁家乡的喜人变化袁
让人激动袁令人鼓舞袁催人奋进遥

过去袁村里的年轻夫妇迫于无奈出外打
工袁男的出远门谋业袁逢年过节都很少回家
团聚袁女的则就近到企业做工袁一家人野各奔
前程冶遥 如今袁有很多农户办起了家庭农场袁
发展特色经济遥 村民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
水, 日子过得和和美美遥 昔日回一趟家乡很
困难袁道路狭窄袁坑坑洼洼袁崎岖不平袁一条
五公里的路得花上 30分钟袁而今袁取而代之
的是水泥路袁 从国道回到家也仅需 10多分
钟袁村民告别了野晴天尘土飞扬袁雨天泥泞路
滑冶的历史遥 刘鹏一说起家乡的变化就滔滔
不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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