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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其中袁农贸市场计划
摊位100至120个袁建成后每个摊位
每月租金 200元左右袁 村委会每年
收入 20万元袁将进一步增强集体经
济实力袁有效解决村委会野有心办事尧
无钱出力冶的窘境遥 扶贫车间提供就
业岗位 48个袁 有力地促进了贫困户
脱贫致富遥 三个专业合作社均采用
野党建+冶的运作模式遥三个产业基地袁
以野企业+基地+贫困户冶的模式袁确
保贫困户既有土地流转收入袁又有劳
动报酬收入袁 还有股份分红收入,全
方位推动了贫困户增收致富遥

整治村庄
山环水抱袁满目苍翠袁一幢幢农

家小院隐约于绿野碧水之间袁 朱坊
村发生华丽嬗变袁 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袁村庄环境全面改善袁革命旧址全
面修复袁绿色健康产业蓬勃兴起袁红
色村庄披上秀美的绿装袁 积极打造
野中国健康第一村冶遥

在村庄整治中袁 省财政厅大力
改善朱坊村基础设施建设袁 将宾鲍
公路的改造纳入田坞片区重点推进

项目中袁使其达到县级公路标准袁新
修桥梁 3座袁 完成通组公路拓宽和
硬化 40公里袁基本形成环村公路网
络袁大大改善该村村民的出行条件遥
通过奖补方式袁 对该村民房进行统
一建筑风格立面整治袁 共整治房屋
600余套袁对长期无人居住的野空心
房冶袁进行统一拆除袁共拆除 1000余
间袁31000余平方米遥

同时袁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功能袁
采用野三合一冶项目形式袁将村级幼
儿园尧 卫生服务室和保障房打包招
标建设遥 为朱坊村无房贫困家庭提
供保障性住房而建设的 野颐养之
家冶袁共 20 套袁建筑面积为 1067 平
方米袁 中央红色医院尧 红军卫生学
校尧健康报社等革命旧址全面修复袁
村庄环境全面整治袁绿化尧亮化全面
实施袁 农民健身广场和文化活动中
心让古村焕然一新袁 村容村貌彻底
改观遥

保障健康
中央苏区时期袁中央红军医院尧

红军卫生学校尧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

等机关驻地纷纷选址朱坊袁苏维埃
国家医院尧 健康报社也在此诞生袁
朱坊村成为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
源头遥 结合这一历史背景袁省财政
厅全力打造野六个一冶健康扶贫模
式袁即:一个健康产业尧一所村卫生
室尧一套健康档案尧一个卫生保健
箱尧一组保障线尧一名签约医生袁全
面实现民有所医袁全面解决因病致
贫和因病返贫问题遥 贫困户朱安远
患有胰腺炎 袁 去年治疗总费用
47700元袁报销医疗费 46269 元袁报
销比率达 97%遥

据了解袁一个健康产业袁即依托
朱坊文旅基地袁发展中草药种植尧养
生保健尧 药膳食疗等休闲健康旅游
产业遥 一所村卫生室袁 投资 116万
元袁按野八室一间冶的标准建设村卫
生计生室袁 并针对目前村医年龄偏
大袁知识老化的情况袁选送一名适龄
村民到赣南医学院进行免费全科生
学习袁毕业后回村为广大村民服务遥
此外袁中国科学院院士尧北京医院院
长曾益新将在朱坊村设立全国第一
个野村级院士执业点冶遥

同心开创幸福生活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连日来袁在
壬田镇有这么一群人袁 她们身穿红马
甲袁头戴小红帽袁以饱满的热情活跃在
各村组的每一个角落袁 为贫困户家庭
清洁卫生袁她们就是壬田野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冶遥

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助
力脱贫攻坚袁 壬田镇党委政府下发相
关文件袁 明确在全镇广大妇女和家庭
中开展 野推动清洁家庭窑助力乡风文
明冶活动遥 并以清洁家庭活动为载体袁
搭平台袁建队伍袁健全完善机制袁使得
活动更为有效的开展遥

据悉袁壬田镇妇联以镇村两级妇
联为基点袁 实行镇妇联执委和镇机
关干部包村袁 村妇联执委和村干部
包组袁 妇女小组长尧 村民小组长和
扶贫结对干部包户的网格化工作
模式袁 每村组建一支不少于 10 人
的巾帼志愿者服务队伍袁队伍由妇
女小组长尧热心公益事业的妇女等
构成袁 主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袁引
导广大妇女做清洁家庭标兵袁积极
帮助空巢老人 尧留守儿童 尧鳏寡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整理清洁家庭卫
生袁并且对脏乱差的家庭进行现场
指导尧现场教学遥活动中袁巾帼志愿
服务队和农户纷纷拿起铁锹 尧扫
帚 尧铲子等工具袁对房前屋后尧里里
外外袁进行卫生整治院搬打谷机尧收
拾草垛袁洗涮桌椅板凳尧锅碗瓢盆袁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干净整洁的居住
环境遥

目前全镇 15个村居均组建村级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袁 巾帼志愿者人数
达 450余人遥他们一直秉持野脱贫先脱
脏袁扶贫先扶志冶的工作理念袁走家入
户号召村民注重家居环境日常保洁袁
通过言传身教尧身体力行袁带动说服村
民主动摆脱旧习气袁 一起参与到卫生
保洁之中袁并慢慢养成爱卫生的习惯袁
使得村民由抵触到参与袁 由参与到自
觉袁习惯的养成带动了家风的转变尧乡
风的转变袁提升了村民幸福指数袁清洁
家庭活动也成了推进乡风文明的有效
载体遥

受南海夏季风影响

6月上旬多大雨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进入 6月袁我市降雨明显增多遥 气象部门最

新气候资料分析袁预计南海夏季风将在 6月上旬爆发袁我市进入防汛
关键期遥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袁 预计 6月我市降雨量为 270耀300毫
米渊气候值为 263.0毫米冤袁较历年同期偏多 0耀2成袁主要有 5次降雨
天气过程袁 分别出现在 6月4耀6日尧11耀14日尧17耀19日尧21耀25日尧27耀
29日遥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为院4日阴间多云袁 有中阵雨或雷阵雨袁局
部大雨袁气温 22到 30度曰5日至 6日受中低层切变线以及南海热带风
暴外围偏南气流影响袁阴天多云有中到大雨袁局部暴雨袁并伴有雷电袁气
温 22到 29度曰7日阴天多云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袁 气温 24到 28
度曰8日阴间多云袁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袁气温 23到 29度曰9日多云转
阴袁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袁气温 24到 31度曰10日阴天多云有中
阵雨或雷阵雨袁气温 23到 28度遥 气象专家提醒袁未来一段时间我市多
大雨或局部暴雨天气袁并伴有雷电袁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城乡
内涝尧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袁并注意做好雷电灾害防御工作遥

不尽抚养义务袁法院雷霆执行要要要

生了儿女就要养
本报讯 渊刘超 杨光辉 记者赖长营冤野感谢

法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帮我拿到生活费噎噎冶
近日袁 申请人刘某从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手中
喜领扶养费时激动地说道遥

刘某和钟某于 2009年结婚袁2012年生育一
女儿袁生活本幸福美满袁不料 2013 年刘某查出
患有一种较严重的疾病袁钟某便逐渐嫌弃刘某遥
钟某于 2016年起诉刘某要求离婚袁法院判决不
准予离婚后袁钟某于 2017年又起诉刘某要求离
婚袁法院再次判决不准予离婚袁钟某干脆玩起了
野消失冶袁使妻子刘某找不到钟某袁也不再支付医
疗费和生活费给刘某遥 生存所迫袁 刘某于 2018
年 1月诉至法院袁要求钟某支付扶养费袁法院判
决钟某应于每月月底支付 1000 元扶养费给刘
某袁可钟某一直未履行袁刘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遥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袁 执行法官多次上
门找到钟某袁对其晓之以理尧动之以情袁告知
钟某现在并未离婚袁有帮扶妻子的义务袁且刘
某生活现状确实不易袁 于情于理于法钟某也
应该按时支付扶养费给刘某袁 可是钟某完全
无动于衷袁还大声叫嚣野我凭什么给她钱钥 离
婚又不离钥 自己有手有脚不会去赚钱吗钥 冶执
行法官见被申请人钟某拒不履行袁 当机立断
再次向告知被申请人钟某如再不履行支付扶
养费义务将马上将其拘留十五日的法律后
果遥 被执行人钟某赶紧松口袁进屋翻找现金袁
马上履行了案款袁该案从执行立案到结案袁只
用了5 天时间遥

6 月 3 日 袁在
沿江路锦江名城中
段袁 一辆广东牌照
两厢小车冲入路边
公园袁车损树毁袁所
幸无人员伤亡遥 交
警提醒袁城区路段袁
谨慎驾驶遥

本报记者钟先海摄

中高考和端午临近袁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要要要

严查食品安全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 记者日前获悉袁随着

中高考和端午临近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了
食品经营监管袁针对重点区域尧重点单位尧重点
时段全面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遥
监督检查以为考生供餐的学校食堂尧宾馆尧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为重点遥 加强对校园及周边
小餐饮尧小食杂店尧小摊贩的监管袁规范经营行
为袁严禁销售过期霉变尧野三无冶等食品袁确保考
点及周边食品安全遥 相关工作人员提醒考生和
群众注意饮食卫生尧合理膳食袁不在无证餐饮店
和路边摊点用餐袁不在流动摊贩购买食品袁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投诉举报遥

壬田志愿服务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