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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其次是要完善好乡村的基础设施袁建设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袁消灭野空壳村冶曰同时发挥能人带头作用袁
培养新型农业经济主体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尧多元发
展袁以新气象尧新作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迈上新台阶遥

2016年 8月22日袁 李克强总理专程来到黄柏乡
坳背岗万亩脐橙基地考察袁详细了解脐橙种植尧产量
和销售情况袁鼓励乡亲们野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品质袁把金黄的脐橙变成致富法宝冶遥转眼已经过
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袁邓主平始终谨记总理嘱托袁带领
乡亲们发展好脐橙产业袁努力提升果品袁做好野互联
网+冶文章袁拓宽销售渠道遥今天听总理作报告袁邓主平
十分兴奋袁表示要组织在家的乡亲们进一步研读叶政
府工作报告曳袁带领大家做精脐橙产业袁提升科学管理
水平袁利用电商平台袁提高果品附加值袁为乡村振兴而
努力奋斗遥

通过种植脐橙已经成功脱贫的果农邓大庆袁在现
场坐了两个多小时袁 认认真真地听完了总理的报告遥
他说袁中央对农民那么关心袁出台了那么多惠民政策袁
他将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
福美好的生活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作为基层的党员干
部听了之后非常振奋袁接下来袁我们将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全国两会精神袁 对照脱贫的指标尧 标准和群众的期
盼袁补齐短板袁确保今天能够如期顺利高质量实现脱贫
摘帽遥 冶王春华说袁同时袁将大力发展产业袁倡导乡风文
明袁探索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袁让
农业更强袁农村更美袁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遥

卫计委驻叶坪乡黄沙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刘学磊表
示责任重大袁他说袁作为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袁我将带领
扶贫工作队落实好各项扶贫政策袁为我村扶贫攻坚尽锐
出战袁确保我村 75户尧315个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摘帽遥

报告提出袁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加快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袁 为黄沙村华屋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遥
对于村中的发展规划袁黄沙村支部书记黄日生信心满
怀袁野我村将特有的红色基因和绿色生态有机结合起
来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 150亩
的蔬菜大棚袁2000箱蜂蜜产业袁引进一家有资质的外
资公司来提升我村的乡村旅游品质袁将我村打造成乡
村旅游示范村袁让农民真真正正受益遥 冶

从破旧的土坯房到别致的小洋楼袁如今的红军村
黄沙华屋产业兴旺袁村庄靓丽袁生态宜居袁演绎了新时
代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念传奇遥 2016 年 8 月 22
日袁李克强总理来到华屋小组考察农村危旧土坯房改
造等民生改善工程的进展遥 在村民华山洲的家中袁克
强总理亲切地与华山洲交谈袁 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袁
并合影留念遥 野我们将总理的关怀牢记心间袁现在党和
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袁相信我们的日子会更加幸福遥 冶
华山洲说道遥

元宵夜袁瑞金城少了漫天的焰火袁却增添了
城市文明遥 节前袁我市颁布了叶关于在瑞金市部分
区域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曳袁 采取多
种形式宣传野禁燃令冶遥元宵节当天袁900余名联合
执法人员蹲守城市各个角落袁劝阻市民燃放烟花
爆竹袁整个城市比以前清爽尧干净袁赢得了百姓的
普遍叫好遥

第一次禁燃
燃放烟花爆竹作为沿袭千年的习俗袁确实历

史悠久袁从文化的角度袁烟花爆竹承载一份乡愁
情怀袁依托记忆表达一种留恋遥 然而随着社会的
高速发展袁烟花爆竹表现出越来越多与现代文明
不合时宜的负面效应袁造成地面尧噪声尧大气污染
和安全事故袁也应野辞旧迎新冶遥

为了净化空气质量袁减少环境污染袁消除安
全隐患袁我市出台了历史上首个野禁燃令冶袁以瑞
金大道合围的区域内渊含瑞金大道冤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曰 以瑞金大道合围的区域外全市各机关尧
车站等敏感建筑及场所周边区域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遥 凡违反野禁燃令冶的当事人袁责令停止燃放袁
并按规定处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曰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遥

百姓称赞
野市政府禁放烟花爆竹这个禁令非常好袁我

坚决拥护袁 因为这个烟花爆竹对空气的污染最
大袁空气中的小颗粒会进入血管袁对身体造成很
大的危害袁这是一件大好事遥 希望全面铺开袁以后
一直维持执行这个禁令遥 冶市民赖木生这样称赞
野禁燃令冶遥 另一位市民刘红平感到非常高兴院
野以前早上 缘点多钟有人开始打爆竹袁 现在 苑点
多钟袁还没听到打爆竹的声音袁安安静静遥 冶

以前每逢过年等重大节日袁红都苑的物业人
员都很苦恼遥 野业主放爆竹时候很过瘾袁可被纸屑
耶染爷红的地面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保洁压力袁一
般年后都要安排很多个保洁员来清理遥 冶红都苑
的物业人员很期待小区里能少点野烟火气冶袁多点
野原生态冶遥

保洁员杨阿姨说院野每年的大年初一袁大家都
在家团聚休息袁我们就要去扫大街袁满地的纸屑袁
扫得直不起腰来遥 今年元宵节禁止放爆竹了袁我
们轻松了很多袁城市也美多了浴 冶

任重道远
虽然在元宵节里袁 没有看到成片绚丽的烟

火袁但是文明之花袁却在红都夜空中绚丽绽放遥 为
了实施好野禁燃令冶袁我市提前下发通告袁召开专
门会议袁全面进行部署遥 从 2月 22日起袁从公安
局尧 安监局尧 市场监管局等单位抽调 100多名干
部袁分成 6个巡查小组袁每天对禁放区开展巡查宣
传遥元宵节当天袁公安局联合城管局尧环保局尧市场
监督管理局尧象湖镇政府等单位 900名机关干部袁
分 36个组袁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区全天候开展
巡查袁上门发放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单袁解释相
关法规遥 禁燃工作开展以来袁执法队先后劝阻了燃
放爆竹 243人尧收缴烟花爆竹 100余件袁查处了违
禁燃放烟花爆竹 15人袁分别处以 100-500元不等
罚款遥 虽然成效显著袁但由于燃放烟花爆竹的风俗
一时难以扭转袁完全禁止仍然任重道远遥

拆违决不手软
春节期间共拆除违法违章建筑 1085平米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近期袁市城建综合执法大

队取消节假日休息袁紧盯违法违章建设行为袁共出动
执法队员 300余人次袁依法拆除违章建筑 15处袁面积
1085平方米袁有效维护了城乡规划建设秩序遥

春节期间袁为防止部分群众利用节假日伺机进行
违法抢建,有效遏制规划区内野两违冶现象的发生袁市城
市建设综合执法大队紧绷治违拆违工作这根弦袁节假
日期间不放松袁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行为遥

加强宣传袁营造氛围袁利用巡逻宣传车尧微信尧
新闻媒体持续加大相关法律尧 法规和政策宣传力
度袁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遥 同时袁在全市高速路口尧
街道等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标语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
到打击违法违章建设工作中来袁在春节期间形成了
强大的舆论声势遥

加强巡查袁加大控违力度袁为应对城市规划区
内偷建抢建情况发生袁大队建立夜巡机制袁全天候
24 小时进行了无缝巡查袁确保各类违法建设行为在
第一时间发现袁第一时间制止袁第一时间拆除袁从源
头上杜绝违章建设袁使野两违冶整治工作实现野零盲
区冶遥

执法大队提醒市民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抱有侥
幸心理袁不能违建遥 发现违建袁一定会予以拆除袁希望
广大市民进一步认识到违建的危害袁与城建综合执法
大队一道袁维护城市建房秩序袁把我们生活的城市建
设得更有秩序尧更美丽遥

本报讯 渊朱金石 记者赖长
营冤近日袁市森林公安局侦破了一
起果茶过度开发导致山场林木被
毁袁构成滥伐林木案袁经市人民法
院审理判决袁 判处犯罪嫌疑人欧
阳某有期徒刑二年袁 并处罚金人
民币 20000元曰 判处犯罪嫌疑人
欧阳某生有期徒刑三年袁 并处罚
金人民币 20000元遥

经查院2016年 2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袁犯罪嫌疑人欧阳某生分
别受犯罪嫌疑人欧阳某和欧阳某
忠渊另案处理冤的雇请袁在明知欧
阳某和欧阳某忠未取得 叶林木采

伐许可证曳 及其他相关合法手续
的情况下袁 多次在位于谢坊镇新
民村松山一组的沙公窝山场 渊林
地使用权人为欧阳某冤 和位于谢
坊镇新民村湾塘岗小组的锅底山
场渊林地使用权人为欧阳某忠冤使
用其挖机开挖条带袁导致山上林
木被毁遥 锅底山场尧沙公窝山场
均为生态公益林遥经聘请福建鼎
力司法鉴定院沙公窝山场被开垦
林地 56 亩袁毁坏树种为杉木尧马
尾松遥 开垦林地尧毁坏林木 5880
株袁 立木蓄积 118.384 立方米袁
折原木材积 77.5544 立方米遥 锅

底山场被开垦林地 16 亩袁 毁坏
树种为杉木尧马尾松遥开垦林地尧
毁坏林木 1984 株 袁 立木蓄积
40.8 立 方 米 袁 折 原 木 材 积
26.7952 立方米遥案发后袁犯罪嫌
疑人欧阳某尧欧阳某生在强大的
政策攻心下袁 迫于法律的威严袁
在其家属尧 亲朋好友的陪同下袁
主动来到森林公安机关交待自
己的犯罪事实袁并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遥 欧阳某尧欧阳某
生的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袁于
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故作
出上述判决遥

元宵禁燃 百姓叫好

过度开发果茶 毁林被判刑罚

茛3月 4日袁日东乡组织村民代表
到中兴现代农业公司尧田坞村尧朱坊村尧
贡潭村学习参观袁为日东乡农业产业特
别是蔬菜产业发展尧 高标准农田建设尧
乡村旅游等工作拓宽思路尧 统一思想尧
集思广益遥

丁锦源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阴本报记者温庆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