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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这些大禾谷变成黄元米果后袁
又将为家里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遥 冶
6月 26日袁 万田乡麻地村铜盆岭小
组贫困户曾令发看着一大片绿油油
的稻田袁心里十分高兴遥 早年曾令发
因妻子和一孙子长期有病就医袁导
致家庭生活生产困难袁 被评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袁 后来在市审计局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开始发展米果
产业袁实现脱贫摘帽遥

这是麻地村贫困户依托米果产
业脱贫的一个实例遥 脱贫攻坚战打
响以来袁 市审计局驻万田乡麻地村
扶贫工作队引导该村结合村情实
际袁根据群众意愿袁积极发展黄元米
果产业袁 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
业扶贫之路遥

打制黄元米果是麻地村的过年
习俗袁 群众把打制的黄元米果当作

备置的年货袁 用作送亲戚朋友的礼
品遥 市审计局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
以后袁 发现当地土质非常适合种植
黄元米果的原材料要要要大禾谷袁随
即会同乡村干部深入群众调研袁引
导村民广泛种植大禾谷袁 并注册成
立麻地村万丰大禾谷种植专业合作
社遥

为保证黄元米果的质量袁 扶贫
工作队引导村民统一购置优质大禾
谷种袁 采取抛秧种植袁 提高效率产
量袁并聘用技术顾问员袁帮助村民解
决技术难题袁组建质量监督组袁不定
期对合作社加工生产的米果进行监
督检查袁确保米果质量遥 产品质量有
了保障袁当地马上注册野万田乡麻地
米果冶商标袁做到统一品牌尧统一包
装袁 使万田黄元米果开始有了身份
走向市场遥

发展产业袁旨在助民致富遥 在市
审计局驻麻地村扶贫工作队的引导
下袁麻地村采取野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冶和野合作社联合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冶 的帮扶经营模式袁 吸收 30
户贫困户共同加入合作社遥 为促进
销售袁合作社积极实施野走出去尧请
进来冶战略袁组建市场营销员队伍袁
营销员通过对接各大型超市袁 使黄
元米果进入超市销售曰 开通网上销
售渠道袁通过电商实现网上销售曰与
万田乡在外流动党支部合作袁 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袁开拓市外销售市场遥
2017年袁该村共种植大禾谷 350亩袁
全村农田增加收入 140万袁其中贫困
户农田增收 60万元袁贫困人口人均
年增收 3108元袁30户贫困户通过发
展米果产业脱贫袁 占全村总贫困户
的 75%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野太可怜了袁
小小年纪就受如此重创浴 冶日前袁一场爱
心救助行动在我市网友中展开袁 大家把
爱心阳光洒向九堡镇石角村因液化气罐
突然爆炸而受重伤的少年邹尚权遥

2003年出生的邹尚权袁前不久刚参
加完中考遥美好的高中生活还没有来到袁
不幸之神却在 6月 28日下午悄然而至遥
当天下午袁邹尚权一个人在家中玩耍袁突
然闻到屋里飘着浓浓的煤气袁 便跑到楼
下关液化气罐遥就在关的时候袁液化气罐
突然爆炸袁屋门被汽波直接炸飞至 10米

远袁邹尚权虽没有炸飞袁却被大火烧遍全
身遥事故发生后袁邹尚权马上被送到市中
医院袁医生经处理后袁因烧伤范围太大袁
建议马上送赣州医院治疗遥当晚 8点袁邹
尚权被连夜送往赣州市市立医院遥 到 6
月 29日凌晨 3点出手术室袁都还未度过
危险期遥 医生说袁孩子全身大面积烧伤袁
烧伤面积已超过 50%袁大概需要 60万治
疗费遥

60万浴 对一个农村家庭袁简直是个
天文数字遥 邹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
农民袁收入紧靠务农和打零工袁前些年

又因两位老人亡故负债累累遥 事故发
生后袁邹母悲痛万分袁已晕倒卧床遥 为
抢救一个阳光少年袁 亲朋好友纷纷出
钱出力袁 还在轻松筹平台上发起了筹
款袁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关注和参与袁
尽管如此袁相对于 60 万元还只是杯水
车薪袁邹家父母期待更多善举袁帮助邹
尚权走出困境袁 挽救这个即将上高中
的 孩 子 遥 爱 心 账 号 :
6228483478715703471 (农行袁 邹瑞峰 )
6217995860002654026 (邮储银行 袁邹瑞
峰)爱心热线院13556346531(邹瑞峰)

市中医院

召开作风建设
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渊杨艺文冤6月 28日袁
市中医院召开深化作风建设专题
民主生活会袁该院全体班子成员和
部分中层干部参加会议遥

为扎实有效的开好本次民主
生活会袁 防止作风建设流于形式袁
会前袁该院召开专题部署会袁对会
议时间尧会议流程尧参会人员进行
了明确要求袁确保会议按时有序开
展曰领导班子成员深入科室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袁开展谈心谈话袁并集
中学习了规定的内容曰认真撰写班
子及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和发言提
纲遥

会上袁与会人员围绕野怕尧慢尧
假尧庸尧散冶等突出问题袁逐一针对
自己的工作实际袁 从理论学习尧班
子建设尧思想建设尧工作作风尧廉政
建设等诸多方面对自己的思想尧学
习尧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总
结袁 实事求是地查找存在的不足袁
认真剖析袁并提出整改措施遥同时袁
班子成员间坦诚相待袁客观公正地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袁大家的发言
开诚布公袁敢于揭短亮丑袁真正做
到了野红脸尧出汗冶遥

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彰会

我市企业榜上有名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6月 29日上午 9

点袁 从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彰电视
电话会议传来喜讯袁我市两家企业尧一名企业
家上榜 2015要2017 年度全省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先进表彰名单遥

近年来袁 我市不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主
导地位袁 坚持把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袁 加强组织领
导袁落实扶持政策袁优化发展环境袁推动全市
非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提质提效尧 健康快速
发展的良好态势袁社会贡献日益增强遥

此次表彰袁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被
评为发展升级示范企业袁江西瑞金金字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被评为科技创新示范企业袁江
西华强金源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高林被
评为优秀创业者遥此次全省表彰大会共表彰
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县渊市尧区冤23 个尧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单位 30 个尧江
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50
名尧 先进非公有制企业 98 家尧 优秀创业者
95名遥

涉公职被执行人

法院喊你
履行生效判决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记者从市法院了解
到袁为深入推进最高人民法院野用两到三年时
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冶目标实现袁依法维护
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袁市法院将于 2018年
7月份开展针对涉公职人员的执行 野风暴行
动冶遥

凡在该院立案执行但未履行生效裁判所
确定义务的涉公职的被执行人袁应在 2018年
7月 10日前到本院主动履行义务曰 主动履行
完毕的袁本院将对案件予以结案袁并按照法律
程序屏蔽其失信记录遥

涉公职被执行人在 2018年 7月 10日前
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袁 该协议具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袁 且被执行人能按协
议自觉履行的袁在协议履行期限内袁法院将对
案件予以终结执行袁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遥 一
旦发现被执行人有规避执行行为的袁 法院将
依法严惩遥

涉公职的被执行人未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主动履行完毕或未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
议的袁法院将对其依法采取罚款尧拘传尧拘留
等制裁措施遥

对涉公职的被执行人袁 法院除了依法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外袁还将向其所在单位尧纪检
监察部门尧组织人事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袁建议
相关部门依法依纪对其做出相应处理遥

麻地米果成致富产业
阴邹洁 袁海兰 本报记者赖长营

荩日前袁港商来到我市
时利和橙柚专业合作社定
购红心密柚. 据合作社秘书
长介绍袁此次到来的港商是
慕名而来的袁于此也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遥图为果农
为红心蜜柚套袋画面遥

本报记者赖长营摄

气罐爆炸 少年重伤
急需爱心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