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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审计局组织开展野精准扶贫窑情暖童心冶大手牵小手关爱贫困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活动袁
来到精准扶贫挂点村万田乡麻地村尧万田村袁向 6户贫困家庭的孩子分别送去 1000元的资助金及
学习用品袁鼓励孩子们要努力学习袁用知识改变命运遥 袁海兰 本报记者陈盛昌摄

他有勤劳持家的传统美德袁 有不
安于现状的积极心态袁有敢想尧敢干尧
敢拼的创业精神袁 他就是武阳镇石阔
村脱贫致富模范陈庆华遥

陈庆华袁今年 40 岁袁家住武阳镇
石阔村 1组袁全家 6口人遥 陈庆华上有
年老多病的母亲袁下有三个子女就读袁
一家人靠陈庆华夫妇每天起早贪黑支
撑着遥 前几年为响应农村危旧土坯房
改造政策袁向亲友借款改房袁给本来就
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许多负担遥 一家
人虽然勤劳能干袁 但由于没有致富的
路子袁又没有资金来源袁全家只能靠陈
庆华夫妇在本地打零工维持生活袁日
子过得举步维艰遥

2014年底袁脱贫攻坚全面打响袁镇
村两级干部挨家挨户调查摸底袁 最终
确定了一部分特别需要帮扶的贫困
户袁 陈庆华家也被精准识别为 2015年
脱贫对象遥 帮扶干部来到陈庆华家中袁
与他结对子尧交朋友袁在询问了解了具
体情况后袁 帮扶干部分析出他家经济
来源单一袁没有致富产业袁发展资金缺乏成为了脱贫致
富的主要制约因素遥 要想脱贫致富袁还是要从产业发展
上想办法遥

针对陈庆华家实际情况袁帮扶干部多次入户与他家
沟通交流做工作袁从思想上激发了他发展的信心和动力袁
鼓励他大胆干遥 陈庆华与家里人沟通协商袁逐项分析袁最
终决定以种植烟叶和白莲为脱贫致富项目遥 村组干部得
到这一消息袁决心大力支持陈庆华的产业发展袁给全村贫
困户带个好头尧做好示范袁为其协调租赁土地种植烟叶尧
白莲尧脐橙遥地有了袁资金又成了问题遥帮扶干部带着陈庆
华袁一大早就来到镇信用社袁为其协调办理产业发展贷款
事宜遥自从认准了这个致富路子以后袁陈庆华一家起早贪
黑在烟田尧莲田和脐橙园间奔波忙碌着遥

陈庆华深知袁既要实干苦干袁又要科学种植遥 为此袁
他积极联系帮扶干部邀请市农粮局尧果业局技术员专门
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袁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袁每
个细节都一丝不苟遥 一份耕耘袁一份收获遥 陈庆华不怕
苦尧不怕累带着家人在种植的过程中袁不断总结经验袁提
高效益遥 2015年底袁他当年种植 23.5亩烟叶实现收入 3
万余元袁15亩白莲纯收入近万元遥 有了不错的收入袁加
上结对帮扶干部的大力支持袁他更加坚定了发展产业脱
贫致富的信心遥

在自己多项产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袁陈庆华并未就
此满足袁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院光自己富不算富袁必须在
自己富的同时袁带动和帮助其他贫困户脱贫致富袁共同
发展遥 为此袁他将学到的种植知识结合自己摸索出来的
经验袁总结出了一套简便易学的烟叶尧白莲种植技术袁在
贫困户烟田尧在自家莲田尧在家里随时随地向其他村民
传授种植技术袁向村民宣传脱贫攻坚政策袁引导贫困户
积极发展烟叶尧白莲种植遥通过他对群众正确引导袁全村
今年烟叶种植达 160余亩袁白莲种植达 80余亩袁带动了
贫困户积极发展产业的自觉性袁全村脱贫产业发展态势
良好遥

现在袁陈庆华已成了全村烟叶尧白莲种植户的主心
骨袁农户有什么问题都愿向他请教袁而他也总是毫不保
留地教会别人遥 他说院党的扶贫政策让我们家踏上了脱
贫致富路袁我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袁带领大家过上更
加幸福的新生活遥

三中

全力做好高考备考工作
本报讯 渊王道东 曾建春 记者陈盛昌冤连日来袁瑞金

三中科学统筹安排袁多举措推进袁认真做好 2018年高考
备考工作袁助力孩子考场圆梦遥

该校今年有高考考生 1340名遥在高考前袁学校先后
为考生举办或组织收看收听专家考前学科指导会尧考生
家长会尧心理咨询讲座尧高考动员报告等专题会议袁对考
生及家长进行了科学的考前指导和培训遥学校成立了安
全保卫组尧联络组尧心理辅导组尧后勤保障组袁对高考期
间考生的交通尧住宿尧饮食尧卫生尧安全等做了精心的策
划和安排袁层层落实送考责任制袁确保考生的交通尧饮食
和考试的安全遥 针对考生容易产生考试焦虑心理的特
点袁学校还安排了一位专职心理老师和一名校医进驻学
生住宿点袁对考生进行适时的心理疏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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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使用手机者,没有接到过骚
扰电话或短信反倒有些不正常遥
这些骚扰电话可能来自商家的反
复推销尧促销,更可能来自违法犯
罪分子实施诈骗或恐吓遥 普通人
经常接到推销电话,会导致工作生
活受到极大干扰, 不胜其烦遥 像
120这种特殊电话如果持续被骚
扰并占用的话,还会耽搁危重病人
的救治遥 因而,除约谈涉事责任人
外,相关部门还应强化监管和打击
力度,让骚扰电话真正绝迹遥

从法律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屡次发送淫秽尧侮辱尧恐吓或
其他信息,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可处以拘留或者罚款,但骚扰到何
种程度方算野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冶
并无标准遥 况且,这些骚扰电话来
去无踪,难觅源头,很难追查到元
凶遥 极低的查处概率和极小的违
法成本, 自然让骚扰电话难以根
绝遥
现代社会, 人们享受互联网尧

移动通信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享有
不被骚扰电话扰乱生活安宁的权
利遥 杜绝推销电话,势必应全面推
行电话实名制, 强力打击改号软
件,让商家失去骚扰他人的电信资
源遥 要注重强化通信公司责任,要
求其提升技术手段,切断来源不明

电话的路径, 尤其不得充当帮凶,
为可疑人员提供号段遥

此外,应着重打击恶意骚扰他
人的始作俑者, 在实名制背景下,
应坚持追溯倒查,揪出元凶遥 除予
以列入黑名单, 限制办理电信业
务等惩罚措施外, 还有必要完善
法律法规, 将拨打骚扰电话行为
定性为寻衅滋事, 视情节轻重追
究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遥 同时,赋
予受害者索赔权, 可向恶意骚扰
者主张不低于一定金额的赔偿 ,
让其付出高昂代价遥 全方位围剿
骚扰电话, 才能让人们免遭莫名
其妙的骚扰遥

对骚扰电话理当全面围剿
阴史奉楚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5月 31
日上午袁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在南昌召开遥 会议以视频会形式
召开袁各设区市尧县渊市尧区冤设分
会场遥我市市委副书记曾平尧市政
协主席彭强袁陈晓斌尧潘少平尧伍
春华尧刘晓龙尧廖芳珍尧李泽民等
市四套班子领导在瑞金分会场收
听收看遥

会议强调袁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切实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的精神袁 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袁深
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袁 以更高的标准打造美丽中国
野江西样板冶袁 确保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走在全国前列遥

会议要求袁 要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袁 全力守护好蓝天碧
水净土遥 大力实施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尧 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袁 扎实推进河长制尧 湖长
制袁大力推进落实土十条袁开展土
壤污染治理和修复遥 要加强生态
修复与建设袁 让自然生态美景永
驻赣鄱大地遥 划定并严守生态红
线袁大力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尧湿地
保护等生态工程袁 深入开展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试点袁
大力推进稀土等废弃矿山的修
复袁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遥要
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袁 加快把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遥 大力
推进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袁 加快
推进生态产业化袁 按照产业化规
律来推动生态建设袁 提供生态产
品袁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尧生
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遥 要全面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袁 以健全

的制度机制护航美丽江西建设遥
要创新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袁 积极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袁 大力弘扬绿
色生态文化袁 深入开展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袁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遥

会议强调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袁凝聚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合力遥发
挥野关键少数冶带头作用袁坚持守土
有责袁守土尽责袁用好考核评价这
个指挥棒袁对环境保护责任制执行
不到位袁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
地方和单位袁对损害生态环境的领
导干部要依法依纪袁 严肃问责袁终
身追责遥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铁
军袁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袁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袁持续整治野四
风冶突出问题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袁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遥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生态环境保护视频会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