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日袁叶坪乡遭受大风尧冰雹尧强降雨等恶劣天气袁烟叶尧西瓜大棚尧玉米等农作物
受灾面积达 1400余亩遥灾情发生后袁叶坪乡迅速启动灾后应急机制袁发挥对口支援尧互帮互
助的精神袁组织青年志愿服务队尧党员志愿服务队尧乡村干部尧农民群众等 1200余人袁对口
帮扶 16个受灾村开展农业生产自救工作袁最大限度减少受灾户损失遥

吴运频 本报记者邹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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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朱燕
2016年以来袁瑞金供电公司加大人力尧物力尧财力的投

入袁对 49个贫困村公用配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曰如期实现贫
困村尧市级光伏扶贫项目全部并网发电袁惠及贫困户 1.12万
户噎噎近年来袁瑞金供电公司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袁不断
加大电力扶贫力度袁切实做到了野真扶贫尧扶真贫冶遥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供电公司全面开展贫困户用电质量排查袁加快推进贫困

村农网改造袁实现了村村通动力电遥 2016年累计实施了农网
改造升级项目 3个袁 涉及贫困村 31个曰2017年利用农网改造
资金袁投运变台 100台 2.7兆伏安曰利用生产运维资金袁投运变
台 40台 0.5兆伏安曰 共计解决了 3517户低电压用户用电困
难遥 同时袁该公司还积极推进各批次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袁2017
年新建改造 10千伏线路 45.4公里袁配变台区 146台袁低压线
路 331公里袁有效提升了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遥

针对贫困户室内安全隐患大尧 线路零乱的现象开展整
治袁该公司专门制定方案袁要求各供电所主动与当地乡尧村政
府进行对接尧联系袁核对好每个村的贫困户总户数尧需进行室
内线路整治的户数袁以乡镇尧村为单元统计好需改造户数袁主
要是对原线路用双芯护套铝线进行更换并固定尧整平袁同时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为贫困户更换线开关尧排插尧漏保尧灯泡
等袁以确保客户室内线路安全尧美观袁截至目前袁该公司全面
完成整治工作袁受益贫困户达 2003户遥

在云石山乡陂下村袁群众用电烧水尧做饭尧取暖袁样样都
方便袁 贫困户曾春发说院野电力人员来我家对线路整治了一
下袁室内线路整齐美观了袁烧水做饭用电很足了遥 冶

光伏扶贫增收致富
野政府给我发放了 3000元的光伏扶贫分红袁我已经用来

为新家添置了一些家电家具遥 冶瑞林镇瑞红村贫困户罗敬梁
从租住的乡下袁搬到了经开区梦想家园的新家袁家电家具野改
朝换代冶袁生活面貌焕然一新遥

2017年袁 我市投入 5.1亿元建设总规模 80兆瓦的光伏
扶贫电站袁 建设市级集中式地面电站 1个袁 装机容量 30兆
瓦曰贫困村村级电站 13个袁装机容量 50兆瓦曰49个贫困村
屋顶光伏装机容量 50千瓦袁 实现产业扶贫袁 利益链接 1.12
万户贫困户遥

为确保光伏扶贫工程项目顺利并网投运袁瑞金供电公司
克服时间紧尧任务重尧施工难度大等困难袁主动对接政府光伏
扶贫项目袁积极建设光伏配套设施袁对光伏电站点全程提供
试验尧验收尧并网等技术支撑袁并首次利用无人机在瑞金市瑞
林镇梅江河畔放线袁架设瑞林镇到丁陂乡跨河段 500多米的
10千伏光伏线路遥 2017年 6月底光伏扶贫电站顺利并网投
运袁 年底袁1.12万户贫困户拿到了 3000元光伏产业分红资
金袁49个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万元遥

大柏地院溪村党支部书记陈九称说袁 该村投产的光伏发
电容量有 3兆瓦左右袁 有效带动该村 94户贫困群众增收袁也
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遥

此外袁该公司还对全市范围内所有野五保户冶尧野低保户冶
进行梳理袁主动上门宣传政策袁协助一些困难的用户办理业
务遥对于因五保户尧低保户自身特殊原因无法办理的袁该公司
详细了解具体情况袁及时对接乡尧村两级袁让贫困户切切实实
享受到政策遥2017年公司累计为 17959户野低保户冶野五保户冶
实行电费减免政
策袁 保障了兜底
脱贫人口的基本
用电需求遥

“点亮”小康路

4月 29日袁文化艺术中心周边道路工程渊二期冤现
场机声隆隆袁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遥 该项目位于金都大
道东延金都阳光小区袁起点与金都大道相接袁终点与瑞
金大道相接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渊上接第 1版冤把贫困户真正链
接到产业链上遥 野两不愁冶方面袁
重点是解决好饮水安全问题袁
水利局和润泉公司要强化协调
配合袁 尽快完成自来水管网铺
设袁确保贫困户 100%实现饮水
安全遥 野三保障冶方面袁围绕住房
安全有保障袁 要扎实开展独居
老人居住危旧房专项治理袁确
保 2016尧2017年移民搬迁户和
2201 户危房改造对象全部搬
迁入住袁 并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野四线冶整改曰围绕义务教育有
保障袁 开展教育扶贫政策落实
查漏补缺工作袁 做好辍学学生
的控辍保学工作曰 围绕基本医
疗有保障袁 要加大对城乡居民
包括贫困人口医保卡到位情况
摸排力度袁及时完成信息录入尧
人员核对工作袁 并解决好部分
卫生计生服务室闲置问题袁加
强家庭医生一对一服务袁 对重
病尧 长病家庭做到每周至少访
一遍遥 另一方面袁要围绕野三精
准三落实一满意冶抓整改遥精准
识别方面袁 重点是消除疑似漏
评尧错评的问题袁包括低保也要
做到精准识别尧应保尽保曰精准
施策方面袁 必须结合贫困户的
实际袁采取针对性的帮扶袁不能
大而化之曰精准退出方面袁就是
解决好错退的问题袁 看贫困户
是否稳定达到 野一收入两不愁
三保障冶标准曰责任落实方面袁
主要看各级党员干部对照责任
清单袁有没有把乡村主体责任尧
行业指导责任尧 结对帮扶责任
等落实到位曰政策落实方面袁要
把我们已有的脱贫攻坚政策全
部落实到位袁 做到贫困户对政
策的应享尽享曰工作落实方面袁
主要看各乡镇各部门对脱贫攻
坚有没有常态化研究尧调度尧推
进袁督查整改有没有落实到位袁

工作成效是否明显曰野一满意冶袁
就是看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是否
认可尧是否满意遥

要要要要抓整治遥 要利用迎
国检前这一个多月时间袁 全面
开展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袁 每一
村尧 每一户的环境都必须整治
到位遥垃圾处理方面袁各乡村主
干道尧人员聚集场所尧河流等公
共场所的垃圾要日清日洁袁形
成常态化遥农户房前屋后尧屋内
屋外袁特别是厨房尧住房尧客厅尧
卫生间的垃圾尧 杂物要全面清
理到位袁确保灶尧橱尧床尧桌等干
净整洁尧摆放有序遥污水处理方
面袁6 月底前袁15 个乡镇尧2 个
村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必须投入运行袁 并把农村水环
境治理纳入河长制尧 湖长制管
理袁 确保农村生活污水乱排放
得到有效管控遥同时袁还要把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袁 严格落实禁养限养规
定袁 对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按程
序全部关停袁4 月底必须全部
到位遥村庄环境整治方面袁重点
是全力攻坚 野空心房冶 和土地
野增减挂冶工作袁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袁5月 10日前野空心房冶要
全部拆除并通过赣州的检查验
收曰土地野增减挂冶要确保 2017
年度立项的 6894.93亩土地野增
减挂冶 任务全部完成并通过验
收遥 圩镇整治方面袁包括道路尧
排水尧排污尧广告尧管线尧钢棚尧
交通秩序等袁 都要纳入整治范
围遥 年底前所有圩镇必须达到
没有乱扔乱倒尧乱搭乱建尧乱停
乱放尧 乱摆摊设点和电线乱拉
等现象的目标遥

要要要要抓信访遥一方面袁我
们要把公开透明贯穿脱贫攻坚
全过程袁让群众参与尧接受群众
监督遥包括低保户名单尧实施的

项目尧下拨的资金尧发放的补助
等等袁该公开的要公开尧该公示
的要公示袁 而且村村都要公开
举报电话尧设立举报信箱袁方便
群众监督曰另一方面袁广大干部
一定要廉洁自律袁 只要干部不
发生违纪违法问题袁 真心实意
为老百姓做好事袁 信访问题也
就没有了滋生的土壤遥另外袁对
反映的信访问题袁 乡镇纪检部
门要及时核实袁 属实的要一查
到底袁严肃问责曰不属实的袁也
要公布调查结果袁 帮助干部消
除影响袁 并做好信访人的宣传
解释工作遥

要要要要抓迎检遥 要以 6月
初为时间节点袁倒排工作进度袁
认真细致地做好迎检各项准备
工作遥 要讲好脱贫故事袁 宣传
部尧扶贫办要分别牵好头袁进一
步拍摄提升我市扶贫工作宣传
片袁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布展袁展
示好我们的脱贫成效遥 要完善
汇报材料袁 包括市乡村三级迎
检汇报材料尧访谈材料尧项目资
料等袁 都要实事求是尧 精心准
备袁把做得好的工作写深写透袁
没有做的工作不能夸夸其谈袁所
有的经验做法尧数据案例尧项目情
况都要真实准确袁有台账可查尧有
资料可证袁决不能弄虚作假遥要加
强迎检培训袁对照国家考评要求袁
开展对乡村干部尧驻村干部尧结对
干部的全覆盖培训袁 确保全面熟
悉掌握扶贫政策尧村情民情尧扶贫
工作开展等情况遥

许锐强调袁 全市广大干部
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袁
拿出野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冶的干
劲袁坚持高标准尧严要求袁精益
求精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袁
确保以高质量高水平工作顺利
通过国家第三方考核评估袁力
甩贫困帽子遥

保持攻坚劲头 力甩贫困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