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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
培育野造血冶机能

大河有水小河满遥 省投集团
干部刘欢迎 2015年起任驻村野第
一书记冶袁 一直坚持以大胜村为
家袁吃住在村里遥 在扶贫工作中袁
他与扶贫工作队一起结合大胜村
实际袁从产业扶贫入手袁在全省率
先探索农村集体资产收益折股量
化给贫困户新模式袁 着力为该村
培育野造血冶机能袁谋求从根本上
改善村集体经济袁 提高困难群众
和广大村民的收入水平遥

针对缺乏生产技能尧 劳动能
力的老弱病残幼等特困群体袁省
投集团创新产业扶贫 野输血冶机
制袁2016年袁出资 216 万元袁新建

450亩脐橙扶贫产业园袁明确产权
归村集体所有袁按照野党支部+公
司+合作社+贫困户冶 的运营模
式袁委托专业合作社建设经营袁提
取脱贫基金用于贫困户分红脱
贫袁 实施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
给贫困户新模式袁 合作社已连续
两年向大胜村集体支付每年 32.4
万元的产业分红资金袁 全村 289
名贫困人口可人均享受每年 1000
元的产业扶贫野分红冶收益遥

巩固脱贫成果
倾情付出袁 换来的是美丽蝶

变遥在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袁支柱产
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袁 省投集团
公司精准实施教育和智力扶贫袁

大力培育野有文化尧懂技术尧会经
营冶的新型农民遥

据了解袁通过三年时间袁该公
司配合我市实施野千百千冶智力扶
贫工程袁即培养 1000个产业大户尧
100名农村职业经纪人和 1000名
产业工人袁邀请江西农业大学农学
产业等相关专家教授为村民开展
技能培训袁迄今为止袁培训人次达
4000余次袁 有力提升我市群众科
技文化素质遥

2016年袁 大胜村贫困发生率
降至 1.98%袁 成功退出贫困村行
列遥如今的大胜村容整洁袁粉嫩的
荷花在风中摇曳袁 农民在山头打
理脐橙袁 处处迸发着令人振奋的
发展活力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野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三四月份袁 进出
村委会经常要穿雨鞋袁村民们也不太愿意来这里袁整个
村委简直是门可罗雀浴 冶林涛说袁现在村委会开始热闹起
来了袁村部经常有一些会议活动袁老表们有个什么事袁都
愿意来找村干部和挂点干部聊一聊遥

去年 8月下旬袁刘屋组刘立海在刘香发的田角处挖
化粪池袁两家由此产生纠纷遥 刘香发向村里反映情况后袁
林涛带领工作队队员钟飞鹏立即到现场踏看袁上门了解
情况并征求双方意见遥 细致的工作让这起纠纷很快得到
化解袁8月 31日袁工作队与村干部再次登门调处袁由刘立
海补偿刘香发 600元袁双方握手言和遥 据统计袁2017年袁
仅工作队就成功调处纠纷 12起袁 为构建和谐平安新民
作出贡献遥

干实事尧动真情袁培育干群鱼水情
野林队长每次来家里袁除了讲一些扶贫政策袁还会为

我几个孩子辅导作业遥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袁小女儿刘
思思见到林叔叔就撒娇袁吵着要叔叔抱遥 冶贫困户肖冬秀
说袁林队长就像是她家的亲戚遥

在新民圩卖豆腐脑的非贫困户莫秀连袁若是林涛去
买豆腐脑袁无论怎么说她就是不收钱遥 她对记者说袁工作
队的同志都是好人袁她亲眼看到这些城里人农忙时帮助
缺劳力的贫困户割稻子袁为他们收拾房前屋后卫生遥

从当初的怀疑和不屑袁到现在对林队长的信任和爱
戴袁是工作队两年来带着真感情办好一桩桩好事实事的
结果遥

有办的大事院野武装冶村委会袁提高服务水平曰新修水
渠 2390米袁恢复灌溉功能曰为 38户贫困户硬化入户路袁
改善生活条件噎噎
有办的小事院帮助刘振均销售野鸡袁为木匠刘玉有

介绍家装活袁带贫困户检查慢性病袁为村里考入大学的
学子发放 600元的激励野红包冶噎噎

大事小情袁桩桩件件都饱含着铁投公司领导和驻村
工作队员对新民百姓的牵挂和关爱遥 两年来袁铁投公司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5万元遥 去年冬袁林涛计划 11月份
去医院拆去左腿钢板袁休息一段时间后与女朋友把婚礼
办了袁可那时瑞金正好开展扶贫工作野百日攻坚冶活动袁
为了不影响村里的脱贫工作袁林涛把拆钢板的事一推再
推袁婚期也一推再推遥
镇党委组织委员刘赟特别心疼这位脱贫攻坚的年

青野外援冶袁他说袁等六月份国家评估验收结束后袁让林涛
多请几天假袁好好地休整一下袁然后从从容容地把婚事
办好遥 野林涛工作非常认真袁很有思路袁在他和工作队的
帮助和推动下袁新民村的面貌大为改观袁脱贫内业台账
也成为全镇的范本遥 林队长真是辛苦啦袁 我们都祝福
他浴 冶刘赟接受记者采访时为林涛连连点赞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6月 5日袁市政府副
市长谢江溪带领政府办尧教育局尧城建局尧公
安局尧 交管大队等十几个单位部门和象湖
镇尧沙洲坝镇的有关负责人前往一中尧二中
等地察看高考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袁对发现的
问题现场办公解决袁不能立即解决的袁定好
方案限时整改到位袁 全力为高考营造安全尧
安静的环境遥

据了解袁2018 年高考将于 6 月 7 日要9
日在一中尧二中举行袁全市共有 5446人参加
考试遥 瑞金一中考点有 2825名考生尧 97个
考场袁瑞金二中考点有 2621名考生尧89个考
场遥 受交通运力的影响袁今年我市参加高考
的学生将分两批次前往考点袁 为使高考安
全尧平稳尧顺利地进行袁市考区委员会要求全
体市民理解尧支持与配合袁尽量错开通行袁为
高考车辆让行袁同时袁也希望广大市民齐心
协力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尧安静的考试环境和
休息环境袁以实际行动助力学子们考出好成
绩遥

市里要求袁6月 6日要9日在一中尧 二中
考点 1500米范围内的建筑施工和打桩施工
暂停四天袁 每天上午 8院30要11院30尧 下午 2院
30要5院30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尧打鼓尧吹唢呐
和放音响遥 6月 6日至 8日晚城区及一中周
边地区所有歌舞厅停止营业袁 广场舞停跳袁
保证考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遥

高考期间如遇城区至瑞金一中尧瑞金二
中路段交通繁忙或堵塞袁请广大市民让考生
先行遥 高考期间机动车在一中尧二中考点附
近各路段行驶请不要鸣放喇叭袁 同时规定袁
市交管大队寅一中南校门寅工业园区三岔
路口实行交通管制袁 由东往西单向行驶袁一
中东门至红井景区入口大道实行交通管制曰
东林学校寅接官亭寅二中北门寅向阳南路
路口的沿江路实行交通管制袁由西向东单向
行驶遥

本周四尧 周五将迎来
2018年高考袁北京市交管部
门提示袁开考前和散场后考
点周边交通压力较大袁停车
资源紧张遥 针对高考期间的
路况袁交管部门特别提示高
考考生和家长提前查看好
考试地点袁避免因搞错地点
影响考试遥 交管部门将加强
考点周边道路的维护疏导袁
请市民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袁
不要随意鸣笛袁为考生营造
一个良好尧 安静的应试环
境遥

高考前夕袁 不管是考
生尧家长还是老师袁都会被
一种紧张的情绪笼罩着袁这
种紧张的情绪来自很多方
面袁而担心高考期间遭遇什
么意外情况袁影响了考生正
常的考试和发挥袁也是导致
紧张的原因之一遥 如果说对
于高考本身所导致的紧张袁
考生可以通过自我心理调
节袁或者向心理专业人士进
行咨询而得以缓解的话袁那
么来自外部原因导致的紧
张袁则是考生自己所无法控
制的袁所以才有了高考护考
的必要遥

而这种高考护考袁除了
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积极组

织之外袁同时也离不开全社
会的配合与支持遥 举个简单
的例子袁 到了高考那天袁考
生正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往
考点赶袁 如果路上遭遇堵
车袁无法继续赶路袁那么不
仅仅会影响和耽误他们正
常进入考场的时间袁同时还
会扰乱他们平静的心境袁加
剧紧张情绪遥 为了避免这种
状况袁一方面需要考生和家
长做好从学校或家里到高
考考点的路线勘察袁选择合
适的交通工具袁同时提前出
门袁以最大限度避免遭遇交
通拥堵而给考生的考试带
来影响遥

但是对于非送考车辆尧
普通市民来说袁在高考期间
的日常出行就要尽量减少
对高考的影响遥 比如尽量选
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袁如果
驾车出行袁则除了避开交通
高峰期之外袁还要提前关注
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
和交通管制信息袁同时积极
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遥 与此
同时袁 如果车主有选择的
话袁对高考考点尽量选择绕
行袁无法绕行的袁在经过高
考考点的时候主动放慢车
速袁不要随意鸣喇叭遥

前几年的时候袁曾经有
媒体报道部分城市的高考
考场外面家长自发组织护
考队伍袁对过往的车辆进行
拦截袁不准通过遥 虽然此举
不妥袁但是如果车主能够多
些护考之心袁 主动选择绕
行袁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种矛
盾和冲突吗钥 毕竟一年只有
这么三两天的高考时间袁我
们理应给予考生和家长更
多的理解与配合遥

这只是以城市机动车
为例袁其实很多行业的从业
者都可以从本行业的角度
出发袁为高考顺利进行做好
护航工作遥 我们每个人都要
明白袁 我们为高考护航袁维
护的不仅仅是交通的秩序尧
考场的秩序袁同时更是在维
护公平与公正袁甚至是在维
护某个或更多考生一生的
命运遥 如果考生正在进行英
语听力考试袁考场外的车辆
乱鸣笛导致考生受到影响袁
甚至最终因为几分之差名
落孙山袁那么这种野场外因
素冶 的干扰对他就是不公
平尧不公正的遥

用自己的方式尧用自己
的行动为高考护航袁就是护
佑公平与公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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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方式为高考护航
阴天歌

6 月 4
日袁 万田乡
联合市城建
综合执法大
队对万田圩
镇私搭乱建
违章建筑进
行 集 中 拆
除遥当天袁共
拆除违法违
章建筑 260
平方米 袁有
力打击了违
建者的嚣张
气焰遥 图为
拆除现场遥

陈华 刘海燕
本报记者黄书文摄

真情浇灌 幸福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