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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都市周刊

渊上接第 1版冤为压实责任袁我市于 2015
年起建立野6543冶 干部结对帮扶制度袁要
求从市领导做起袁每名处级干部至少结
对帮扶 6 户贫困户袁 科级干部结对 5
户袁 一般干部结对 4 户袁 村干部结对 3
户袁全市 5000多名干部袁无论是市直单
位还是驻市单位袁全部与贫困户结成帮
扶对子遥 要求第一书记尧驻村工作队长
和常驻干部必须每月吃住在村袁实行脱
岗帮扶袁第一书记尧常驻干部党组织关系
转到村袁不承担原单位任务袁任期原则上
不少于 2 年袁不脱贫不脱钩遥 同时袁对照
贫困户脱贫尧贫困村退出的硬性指标袁分
乡镇尧村尧贫困户三级建立退出任务清单
和工作台账袁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单位和
个人袁做到责任到位尧精准帮扶遥

云石山乡黄陂村第一书记曾能亮就
是其中一位驻村干部遥 前不久袁在 2018
中国社会扶贫网成果发布会上袁他被评
为野爱心帮扶优秀人物冶遥 喜讯传开袁熟
悉曾能亮的干部群众都由衷地说袁获此
殊荣袁是他爱心帮扶贫困群众的积淀遥

野真扶贫袁扶真贫冶袁一直是曾能亮驻
村扶贫工作座右铭遥 2015 年春袁曾能亮

到云石山乡田心村驻村遥 他把家搬到工
作队驻地袁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田村人遥在
他的帮扶带领下袁田心村掀起了一股发展
产业的热潮袁有的种油茶袁有的种上了西
瓜袁 还有不少村民发展了香芋等致富产
业遥得到曾能亮倾情帮扶的田心村民杨远
辉动情地说院野没有曾队长到我们村挂点袁
就没有我们三兄弟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遥
是曾队长把我们引上了致富路遥 冶

干部责任压实袁聚起群众脱贫致富
的力量遥 拔英乡大富村贫困户谢九月生
发展肉牛养殖脱了贫袁带动贫困户一起
脱贫致富曰拔英村野梅花鹿主冶曾国庆袁依
靠发展特色养殖袁带动 6 户贫困户走上
了合作发展之路遥 如今袁拔英乡道路尧水
利尧公共服务等各种基础设施得到大力
改善袁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袁贫
困发生率也降至 0.8%遥

鼓励创新 干部敢担当
野组织鼓励干部创新袁是我们大胆工

作的动力遥 冶一名干部说袁在瑞金工作袁
野累袁但快乐着遥 冶在抓实干部作风建设
的过程中袁我市通过对基层干部教育引

导尧关怀激励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尧
主动性和创造性遥

2017 年起袁我市给全体结对帮扶干
部包括乡村干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袁并把脱贫攻坚成效作为干部选拔任
用的重要依据袁推行精准扶贫延伸考察
制度袁对所有考察对象要到其精准扶贫
帮扶村进行测评尧谈话尧现场查看袁全面
掌握考察对象在扶贫一线的工作作风
和工作成效遥 同时袁鼓励广大干部在工
作中不断探索尧创新袁在全省率先建立
了健康扶贫野四道医疗保障线冶制度袁相
关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遥

利用旧学校尧旧村委会等闲置资源
改造成保障房这一经验做法袁是大柏地
乡党委书记梁宝英的创举遥 自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袁梁宝英作为全乡决战脱贫
的总指挥尧带头人袁率领乡村干部夜以
继日袁苦干实干袁用心用情用力真扶贫尧
扶真贫遥 去年 9 月袁时任省委主要领导
来大柏地乡杨古村尧白坑村调研袁充分
肯定了梁宝英在脱贫攻坚中创新的野盘
活闲置资源冶和野村庄整治冶两项做法袁
要求进行总结推广遥

与此同时袁梁宝英把扶贫同扶智尧扶
志结合起来袁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袁加
大野脱贫先锋冶宣传力度袁在村委会公示
栏和村民聚集地每月张贴一篇野脱贫故
事冶袁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尧带动身边人袁
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遥同时袁
她积极建立野造血冶式扶贫机制袁安排各
村因地制宜创办产业合作社袁打造扶贫
车间袁购买公益性岗位袁吸纳贫困户就
业袁给予贫困户勤劳致富的平台和渠道袁
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
贫致富遥

野时代是出卷人袁我们是答卷人袁人
民是阅卷人遥 冶在脱贫攻坚路上袁干部上
下齐心袁弘扬苏区精神袁狠抓责任落实尧
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袁推动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扎实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遥
今年 7 月 29 日袁经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江西省人民政府
批准袁瑞金以零漏评尧零错退尧群众认
可度 99.38%尧 综合贫困发生率 0.91%
的优异成绩袁顺利实现脱贫摘帽袁成为
赣南革命老区中首个实现脱贫摘帽的
县市遥

又见苏区干部好作风

随着赣南脐橙的上
市袁我市不少懂电脑尧懂网
络的商家纷纷通过微信尧
淘宝等平台销售脐橙袁一
批一批的脐橙从各个快递
点发送出去袁 使得网销脐
橙一下子火爆了起来遥

近年来袁 我市牢牢把
握传统商业模式向电商模
式转变的契机袁 不遗余力
发展电商袁 先后与阿里合
作尧引进农村 E邮通尧建设
电商孵化园遥 许多商家看
到电商的广阔前景袁 纷纷
加入到电商这股大潮中
来袁 使得全市电商产业发
展呈现出迅猛发展尧 一片
繁荣景象遥

但与此同时袁 我们也
看到袁 我市电商的发展大
都还处在一个野粗放冶型发
展阶段袁 大多数商家都只
是简单地在平台上推广尧
接单尧发货尧收款袁而对长
远发展缺乏深入思考遥 有
的甚至看到网上什么好卖
就卖什么袁 没有自己的核
心业务袁 更谈不上有品牌
效应遥

当前袁 全国各地都在
积极推动农村电商发展袁
电商群体迅猛增长袁 以至
于出现了你卖的东西袁还
有数十成百的商家在卖遥
因此袁如何在开放的电商平台中袁提升自己的
竞争力袁让消费者选择你的产品袁是摆在商家
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遥笔者认为袁在经过一轮
迅猛扩张后袁 商家还须从粗放型运营模式转
入到集约型发展上来袁 专注于自己的核心品
种袁进一步完善品种的推介尧品质尧服务等袁提
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遥

一方面袁要因地制宜袁审慎选择自己的运
营品种遥 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尧 产品优势等因
素袁选择一两个品种袁并集中自己的资源和力
量专注于这一两个品种的运营遥另一方面袁要
提升运营管理水平遥 要注重细节尧精心策划袁
提升自己的营销推介水平袁 做好品种的宣传
推广曰要树立品牌意识袁把好产品的质量关袁
提升自己服务客户的能力和水平袁 用实实在
在的品种和服务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遥同时袁要
有坚持不懈的毅力袁不急于求成遥要在竞争日
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袁一步一个脚印袁专注于自
己的品牌建设袁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袁让自
己的电商事业成为一个长久尧 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遥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记者了解
到袁我市建立购房与租房并举尧市场
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
度袁城镇住房保障采取实物配租与
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袁推行发放
租赁补贴方式实施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袁 鼓励和支持符合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条件家庭袁 通过租赁市场解
决住房问题袁 在城区工作生活但无
住房的家庭袁 符合具体条件的可以
申请领取租赁补贴遥

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
放工作袁常年受理袁一年一审袁每年
8 月至 10 月对上年 8 月至当年 7
月申请对象家庭收入尧财产尧住房
等情况进行审核公示袁11 月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遥 以货币补贴为主袁
实物配租为辅袁经审核符合享受住
房租赁补贴对象袁可在每年清理腾
退的保障性住房中摇号选房袁摇号
未中签对象享受当年的住房租赁
补贴遥

申请范围尧条件主要分三类袁一
类是在城区渊象湖镇冤范围内的城镇
常住户口家庭遥一类是在城区渊象湖
镇冤以外本市其他乡镇常住户口尧在
城区渊象湖镇冤或经开区范围内工作
生活满 12 个月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遥 第三类是在城区渊象湖镇冤以
外本市其他乡镇常住户口尧 在城区
渊象湖镇冤或经开区范围内工作生活
满 12个月的特殊困难家庭遥这三类

家庭均有户口尧工作或居住尧收入尧
商铺或住房等条件限制袁 符合条件
的可向居住所在地的居(村)委会提
出书面申请遥

经过联审联批袁公示复议袁确定
为住房租赁补贴符合对象袁由市房管
局梳理当年清理腾退的保障性住房
房源袁并汇同市民政局尧象湖镇组织
公开摇号遥中签家庭安排入住保障性
住房袁不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袁对未
中签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遥住房租
赁补贴以户为单位袁租赁补贴面积按
每人 15平方米尧每户面积不超过 60
平方米计算袁每月尧每平方米补贴标
准为 4元袁超出部分由住房保障家庭
自行承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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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袁市红十字会走进大润发购物超市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活动遥 在培训现场袁培
训老师详细讲解了救护概念尧心肺复苏尧创伤救护等知识,并与学员积极互动袁利用人体模型进行心肺
复苏尧人工呼吸等现场急救操作遥 图为正在心肺复苏示范教学遥 杨幸 见习记者吴志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