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绎日前袁省委尧省政府印发叶关于表彰 2017年度市县

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先进市尧县渊市尧区冤的通报曳袁对
2017 年度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先进设区市尧县
渊市尧区冤进行通报表彰遥 通报显示袁全省有 6个设区市和
44个县渊市尧区冤荣获 2017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先
进遥我市再次评为综合考评先进县市袁并排在贫困县渊市尧
区冤第一位遥 记者刘芬

绎我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袁 一些与市
场和消费对接紧密的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遥据最新统计袁
全市上半年新增规模蔬菜基地 19个袁新建大棚面积 3640
亩袁建成基地面积 4650亩曰新增白莲面积 7500余亩袁总面
积达 2.6万亩袁 增长 31.3%曰 鳗鱼产量 930吨袁 同比增长
2%遥 记者袁南军

绎今年以来袁 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一手抓环保
问题整改袁 一手抓生产销售袁 得益于水泥价格的持续坚
挺袁公司效益实现强劲增长遥 据统计袁该公司上半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6.4亿元袁同比增长 32.5%袁实现利润 2.3亿
元尧增长 1.9倍遥 记者袁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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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邓雪萍冤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
四届六次全会尧 赣州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六届四次
全会精神袁 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尧赣州市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袁近日袁我市专门抽
调部分领导干部袁分赴全市各乡镇宣讲全会精神遥 9月 20
日上午袁首场宣讲报告会在九堡镇举行袁市政协经科委主
任邹文芳作了专题宣讲报告遥全镇干部职工尧驻村工作队
常驻队员尧全体村渊居冤干部尧基层群众代表和基层宣讲员
近 200人参加学习遥

邹文芳以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冶为主题袁紧扣省委
十四届六次全会尧 赣州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六届四
次全会精神袁就全会召开的背景尧重要意义及主题主线作
了详细的讲解袁深刻阐释了全会的奋斗目标尧工作方针尧
关键环节和战略重点袁对全会精神进行了全方位尧系统性
的解读遥 还对瑞金市委六届四次全会提出的 苑项重点任
务进行深入解读袁重点阐述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和培育做大红色旅游袁 唱响瑞金文
化旅游品牌以及全面从严治党袁 大兴廉洁自律之风等内
容遥

整场报告精彩纷呈尧内容丰富尧分析透彻袁既有思想
高度尧理论深度袁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感染力袁令与会干
部受益匪浅遥 大家纷纷表示要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省委
十四届六次全会尧 赣州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六届四
次全会精神袁对标新要求袁展现新作为袁把会议精神落实
到工作实践中去遥

据了解袁此次宣讲活动为期三天袁接下来宣讲员将前
往壬田镇尧叶坪乡等其他 15个乡镇进行宣讲遥

野感谢党的好政策袁 帮助我家
改善生活袁感谢那么多热心干部对
我的关心和帮助袁相信我家的生活
一定能越过越好浴 冶9月 4日上午
十点半袁正在大柏地乡政府食堂准
备午餐的刘丽红由衷地说道遥

面对不幸袁她坦然接受
刘丽红是大柏地村村民袁此

前袁刘丽红夫妻俩在广东打工袁从
事编织袁 收入不错袁 除了家庭开
销袁尚有一些结余遥 2011年袁对刘
丽红一家来说可谓流年不顺袁婆
婆患上脑中风疾病袁 住院一个多
月袁花去医疗费两万余元遥婆婆病
倒袁 让刘丽红倾其所有遥 不仅如
此袁婆婆失去了操持家务的能力袁
还需家人照顾袁 两个孩子还在学
校读书袁无奈之下袁夫妻俩只好卷
起铺盖袁打道回府袁从此也失去了
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袁 家庭生活
陷入窘境遥

更不幸的是袁 丈夫曾长汀在
汕头打工期间袁 检查发现有心脏
病袁住院治疗开销 6万余元袁病情
得到控制回家后袁 基本丧失了劳
动能力遥2014年曾长汀病情恶化袁

医生检查结果为风湿性心脏病导
致大脑动脉栓塞脑梗死袁 还好抢
救及时袁才不至于瘫痪遥

面对机遇袁她牢牢抓住
刘丽红利用 5000 元的产业

奖补资金起步袁全垦抚育了 90亩
的毛竹林遥 抚育管理过的毛竹节
节拔高袁茁壮成长遥扶贫干部为她
找到毛竹销路袁 一车毛竹获纯利
2000多元袁去年卖了 4车袁今年卖
了 5车袁 仅此收益 2万余元遥 此
外袁 刘丽红的公公曾庆炳利用会
编织粪箕的手艺袁 制成制品在圩
上销售袁 一担粪箕能卖 20余元袁
也为家里攒钱遥

随后袁 刘丽红办理产业扶贫
信贷通贷款 5万元袁 投资新植油
茶 70余亩袁建起脐橙园 50余亩袁
为今后发家致富打下良好基础遥
新植油茶得到苗木奖补 6 万余
元袁栽种脐橙得到奖补 1万余元袁
她共筹措产业投资 20余万元遥 在
产业开发的过程中袁她操碎了心袁
流尽了汗遥虽然公公尧老公还有两
个孩子能帮忙一起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袁 但是作为家里的主要

劳动力袁 刘丽红的艰辛大家都看
在眼里遥 乡村各级干部对刘丽红
家的产业发展特别上心袁 在生产
经营的紧要关头大家能帮尽帮袁
为她出力遥

面对人生袁她心怀感恩
2016年袁 刘丽红以贫困人口

的身份被安排在乡政府机关做
饭袁每月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袁她婆
婆和丈夫享受到了低保袁 儿子曾
霆锋当年也考取了高校获得奖
补遥 众人拾柴火焰高袁经过几年的
努力袁 刘丽红家的收入也大幅增
长袁于 2016年顺利脱贫遥

野脐橙园里养了鸡鸭袁 个个油
光水亮袁 土鸡土鸭能卖到好价钱袁
这也是我们家的一份耶高爷收入袁天
道酬勤袁感恩所有袁我也相信日子
会越过越好遥 冶甩掉贫困帽的刘丽
红一家袁对生活充满了感恩袁如今
她和家人袁依旧像往常一样每天忙
碌着袁为过上更好的生活努力着遥

让文明行车成为一种习惯
阴陈盛昌

中秋佳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袁 许多在外务工人员纷
纷回乡和亲人团聚遥 这几天袁 街上的车辆明显多了起
来袁一些路段交通堵塞比较严重袁市民出行受到影响遥

人们生活好了袁小车多了起来袁也为城市的交通增加
了压力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增加袁不文明驾车行为也越来
越多遥 不但加重了城市交通拥堵袁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袁
存在安全隐患遥

为确保行车安全袁 我市相关部门正下大气力整治交
通环境袁通过增加路面警力尧增设停车位等措施袁让市民
顺畅出行遥 近日笔者发现袁在红都大道尧八一路等主要街
道袁机动车争道抢行尧刮刮碰碰不相让等不文明行为时有
发生遥 这些行为无疑会引发一些不安全因素袁为此袁提高
市民素质袁特别是车辆驾驶员的文明出行素养袁才能消除
安全隐患遥 笔者建议袁在加强教育和惩罚并重的前提下袁
还应加强交通安全的教育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袁提
高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遥 只有让广大市民自觉抵制
不文明交通行为袁我们城市的交通才能顺畅袁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才能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遥

我市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赣州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六届四次全会精神再掀热潮

首场乡镇宣讲报告会在九堡举行

本报讯渊朱文娟 见习记者
吴志锋冤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尧
中秋节和国庆节到来之际袁9
月 22日晚袁我市在映山红大剧
院举行野迎中秋 庆国庆冶文艺
晚会袁文艺工作者为观众们送
上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遥

晚会以近期三个节日作
为主轴袁 分为 叶月是故乡明曳
叶丰收的喜悦曳叶永远的祝福曳
三个篇章进行袁精心挑选和搭
配独唱尧合唱尧朗诵尧音诗画尧

舞蹈尧 歌曲串烧等艺术形式袁
女生独唱叶望月曳尧音诗画叶春
江花月夜曳尧二胡独奏叶喜唱丰
收曳尧男女声二重唱叶看山看谁
看中国曳等节目一次又一次将
晚会推向高潮袁掌声雷动遥 晚
会有野轻舞弄清影冶野泱泱大国
礼仪之邦冶的古韵袁有野千里共
婵娟冶的乡愁袁充满了脱贫摘
帽和喜获丰收的喜悦袁歌颂了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袁展现
了深厚的红色底蕴袁彰显了红

都人民振兴发展的自信和决
心袁表达了野花好月圆冶野国富
民强冶的美好祝愿袁陶冶情操袁
振奋人心遥

据悉袁此活动是第三十六
届红都之春艺术节野周周有戏
看冶文艺演出活动之一袁由市
委宣传部尧市文广新局尧市文
联主办袁市文化馆尧市中心文
化站承办袁市音乐舞蹈家协会
承担演出袁 全市 500余名群众
观看演出遥

周周有戏看冶文艺演出活动

共聚一堂迎中秋 喜获丰收庆国庆

中秋节期
间袁 市民宗局
联合宗教界爱
心人士来到泽
覃乡石水敬老
院开展中秋慰
问活动袁 为老
人送上油尧面尧
奶粉尧 月饼等
物资袁 并祝愿
老 人 身 体 健
康尧节日快乐遥

刘恋
本报记者朱燕摄

奋斗就会有回报
要要要大柏地乡大柏地村贫困户刘丽红的脱贫故事

阴鲁国振 本报记者刘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