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姻2018年 5月 11日 星期五
姻一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钟先海
姻二版责编院钟先海 校对院袁南军

阴杨华 本报记者钟先海

2016年袁 三十出头的
市委统战部干部程兵袁 来到
日东乡樟坑村担任村第一书
记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遥

不知不觉袁程兵担任樟
坑村第一书记已经是第三个
年头袁 樟坑村发生了巨大改
变院 从当时的软弱涣散村到
今天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袁从连片的危旧土坯房尧猪
牛栏厕所到一栋栋的砖混
房袁 从集体经济为零的空壳
村到拥有 6个集中烤烟房和
5KW光伏发电项目袁从贫困
发生率高达 25.6%到仅剩 3
户 11 人未脱贫噎噎这些都
倾注了程兵的辛勤汗水遥

扶贫路上袁程兵把产业
扶贫作为重中之重袁 非常注
重农特产业打造袁 鼓励村干
部带头组织成立了樟坑村农
业专业合作社袁 种植有机水
稻 150亩尧有机蔬菜 120亩尧
有机西瓜 50亩袁 为 30多户
贫困户创造了就业机会袁大
幅度增加了贫困户家庭收

入遥 2018年袁在他的帮助下袁合作社还主动出击袁与中兴
现代农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袁签订全市首个蔬菜种植合
同袁种植辣椒 120亩袁为樟坑村巩固脱贫成效注入新的
动力遥

对于自己的结对贫困户袁程兵更是关怀备至遥 结对
帮扶的 5户贫困户中袁他最关心的是人口最多的沈啟湖
家遥沈啟湖家共有 9口人袁沈啟湖和妻子都是 70多岁的
老人尧年老体弱袁家中只有儿子沈小林夫妇两个劳动力袁
尚有 5个孩子在校读书遥 这样一个野底子薄尧人口多尧劳
力少冶的家庭袁脱贫难度可想而知遥 如何让其如期脱贫
呢钥面对这种情况袁程兵有一段时间也是一筹莫展遥打赢
脱贫攻坚战袁对贫困户既要授之以鱼袁更要授之以渔遥在
走访中得知袁沈小林有跟人合伙开家具店的想法袁但苦
于没有资金遥 程兵立马向沈小林夫妇宣传金融扶贫政
策袁鼓励他们去贷款发展产业遥 在程兵与瑞金农商银行
日东支行的沟通和协调下袁沈小林夫妇成功在银行贷到
了 80000元的贴息贷款遥 2017年袁沈小林的家具店生意
红火袁净赚 6万元遥 到了年底袁沈啟湖家如期顺利脱贫袁
沈啟湖握着程兵的手激动地说院野日子越来越好过袁我们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浴 冶

在帮扶贫困户时袁最让程兵头痛的莫过于李九秀一
家了遥 李九秀的丈夫沈啟兴患尿毒症十多年袁长期需要
治疗袁花费了大量的医药费用袁去年 9月份沈啟兴病逝袁
家里非常困难遥还好沈啟兴的小儿子沈根发在福建长汀
经营冥用品生意袁使得家中生活还能维持遥 可是李九秀
的大儿子沈根长却又在这节骨眼上因酗酒患上酒精肝袁
丧失了劳动能力袁病后仍酗酒不止袁让其妻子伤心不已袁
几度提出离婚袁这也让李九秀一度陷入了绝望遥 鉴于沈
根长与父母同吃同住袁程兵一方面及时向上级反映了李
九秀家中特殊情况袁希望可以按政策将沈根长一家 4口
人也纳入到贫困人口中曰另一方面辗转于医院和扶贫办
之间袁为沈根长搜集了诸多证明和材料袁终于将沈根长
等人纳入到了贫困户当
中袁 极大地减轻了沈根
长的医疗支出袁 为李九
秀解决了一大难题遥

石城干部来我市

考察学习健康扶贫
本报讯 渊魏有连冤日前袁石城县组织卫计尧民政尧医

保等部门工作人员来我市考察学习健康扶贫工作袁交流
探讨先进经验做法遥

石城县卫计委分管健康扶贫领导带队袁县健康扶
贫成员单位医保尧民政等部门具体工作人员一行四人
来到我市卫计委遥考察组详细了解我市健康扶贫工作
开展情况袁 特别是对一些特色做法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在叶坪乡卫生院袁考察组详细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和野万名医生进万家冶活动的开展情况袁听取工作
人员对健康扶贫资料台账整理的做法遥 在叶坪村委
会袁村委会主任向考察组介绍了村级健康扶贫工作的
开展情况以及村级健康扶贫台账的建立情况遥考察结
束后袁双方都表示要加强相互交流学习袁取长补短袁相
互借鉴有益的经验做法袁提升健康扶贫工作袁为脱贫
攻坚贡献力量遥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尧是大自然
的底色袁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尧人
民群众的期盼遥日前袁我市大力开
展 野小散乱污冶 企业整治专项行
动袁 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袁保
护天蓝尧水绿尧山青的良好生态环
境遥

绿色发展袁关系人民福祉袁关
乎民族未来遥加快绿色发展尧建设
生态文明,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尧
明确要求遥近年来袁我市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尧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袁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效遥 但
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袁 我市改善
生态环境的任务仍然很重袁 这就
要求我们更加坚定走绿色发展尧
生态优先之路袁 建设更高水平的
美丽瑞金遥

坚持绿色发展袁 保护生态环

境袁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环境污染
治理遥 要统筹推进水污染和土壤
污染治理袁全面落实野水十条冶袁巩
固野河长制冶袁推行野湖长制冶袁实施
河湖生态修复尧 工业废水全面达
标尧生活污水治理尧规模化畜禽养
殖废水治理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袁
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袁 实施主城
区水系生态修复工程遥 全面落实
野土十条冶袁 启动土壤环境数据库
建设袁 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差
别划分遥

坚持绿色发展袁 保护生态环
境袁 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遥 探索以绿色发展为主导的
考核体系袁 试行开展生态损害赔
偿制度袁建立野三线一单冶硬约束遥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尧 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袁 健全环保
信用评价制度袁 推行企业自行监

测数据公开袁 建立违法排污黑名
单制度遥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尧绿
色家庭尧绿色学校尧绿色社区和绿
色出行等行动袁 形成崇尚生态文
明的良好社会风尚遥

坚持绿色发展袁 保护生态环
境袁必须大力推进造林绿化遥要在
巩固发展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
上袁重点发展优质果品尧生态文化
旅游和休闲康养尧特种经济林尧林
下经济尧花卉苗木等产业袁深入推
进造林绿化工程袁打造森林城市尧
森林乡村尧森林社区袁让城乡处处
绿树成荫尧鸟语花香遥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
件袁绿色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遥让我们自觉将绿色发展理念
植根心中袁 加快打造生态瑞金袁
使绿色成为发展主色和鲜明特
色浴

象湖力促人口
计生转型发展

本报讯 渊陈宗梅冤近日袁象湖镇召开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布置会袁 针对当前人口和计划生
育工作转型发展方向袁灵活工作方法袁创新工作
思路袁多措并举尧务求实效袁推动工作取得新成
效遥

会上袁 对 2018年一季度工作进行了小结袁
对一季度考核后三名的村居进行问题查摆遥 会
议对下一步如何抓好全镇人口和计划生育转型
发展明确工作重点和路径袁 提出象湖镇将在业
务管理与服务规范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袁
完善孕前优生检查尧两癌筛查尧三孩及以上重点
精准服务随访袁 全面二孩奖励扶助政策宣传和
公共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加大力度袁 确保人口
和计划生育转型发展再上新台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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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
阴本报记者钟先海

银近期袁泽覃乡启动野推进清洁家
庭 助力乡风文明冶活动袁各村组织妇
女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袁 开展村庄环
境整治袁 帮助无劳力贫困户家庭打扫
环境卫生袁创建清洁家庭和整洁乡村遥
图为 5月 3日袁 巾帼志愿者在五龙村
贫困户家开展志愿服务遥

刘恋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民警走访 化解纠纷
本报讯 渊梁念林 记者朱燕冤近日袁叶坪派出所民

警在例行开展野民调评警冶走访工作中发现邻里纠纷袁
耐心调解矛盾袁得到村民的高度赞扬遥

4月 28日袁叶坪派出所民警刘小昌像往常一样在
辖区洋坊村东城角小组野民调评警冶走访袁在走访过程
中袁了解到该小组的贫困户钟某东与黄某兰两家因为
生活琐事多次发生争执拉扯袁双方虽是邻居却形如仇
敌遥

刘小昌了解后袁想到脱贫攻坚迎检在即袁便积极
主动介入袁找到双方当事人询问原由遥 原来袁钟某东
一家与黄某兰一家因为土地纠纷产生纠纷袁 后又因
林地权属产生争执袁双方一直争吵不休袁黄某兰家亲
属曾多次到钟某东家野讨要说法冶袁纠纷有转化为打
架伤人的趋势遥 两家都是贫困户袁如不及时调处极
有可能影响扶贫工作检查和辖区治安稳定袁情况特
殊且紧急袁民警当即向所长梁宝华汇报袁梁宝华所
长表示要尽全力妥善调处此纠纷袁避免野民转刑冶事
件发生遥之后袁民警多次到两家野串门冶袁与他们拉家
常袁帮助他们干农活袁充分利用休息时间袁不辞辛劳
做双方思想工作袁耐心劝导双方以和为贵尧互相理
解尧彼此退让遥在民警的不懈努力下袁双方最终握手
言和遥

叶坪派出所民警用心调处解民忧尧点滴实事消民
愁的责任与担当袁得到两家人尧亲属和当地群众高度
赞扬袁黄某兰特地将一面写有野出警神速及时雨袁不辞
辛劳暖人心冶字样的锦旗送至叶坪派出所以示感谢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