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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2

渊上接第 1版冤电商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带
动袁让整个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奋斗袁 让绿色产业在红都遍地开
花遥 通过选准一个产业尧打造一个龙头尧
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尧 扶持一笔资
金尧培育一套服务体系 野五个一冶模式袁
瑞金市推进产业扶贫 100% 全覆盖院发
展脐橙 15.6 万亩尧油茶 14.9 万亩尧蔬菜
14.5 万亩尧 白莲 2.6 万亩尧 烟叶 1.3万
亩袁 产业扶贫基地总数达到 429 个袁农
业龙头企业 11 家袁 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到 743 家袁家庭农场 337 家袁

全市通过产业脱贫的比例达
62.6%遥2018 年 6 月袁经国家第三方严格
评估袁 瑞金市以群众满意度 99.38%尧综
合贫困发生率 0.91%袁未发现错退尧漏评
的优异成绩袁退出贫困县序列袁开启了
脱贫攻坚新征程遥

创新干院弘扬新时代老区精神

沙洲坝镇清水村贫困户刘水平文
化程度不高袁不会上网袁没有一技之长
的他袁不甘心一直穷下去袁希望学会大
货车驾驶技术袁跑运输挣钱遥 他忐忑地
拨通野96333 热线冶后袁接线员耐心听完
他的诉求袁承诺会处理遥

在刘水平焦急而怀疑的等待之中袁
扶贫干部忙碌了起来遥 接线员立即予以
初审受理袁并制作成工单袁接着根据其具
体需求转单给相关部门袁帮他沟通协调袁
推荐其到市世通驾校免费学习大货车驾
驶技能遥现在袁刘水平已进入一家物流企
业上班袁 每月工资能拿到 7000 元左右遥
在当月的野96333 平台冶满意度调查中袁
刘水平给干部点了一个大大的赞遥

这就是 野96333 精准扶贫服务热
线冶袁即时受理尧限时办理尧全天候便捷
化综合服务遥 热线的开通袁激荡了红都
脱贫攻坚活力袁让老区精神在新时代脱
贫攻坚战场上焕发出动人容颜遥

在 野96333 手机网上精准扶贫工作
平台冶袁干部帮扶进程一清二楚袁红黄灯
预警机制倒逼承办单位和帮扶干部进
一步改进作风尧提高效率遥 每月的贫困
户帮扶满意度调查袁满意度不高的将会
被约谈袁更是为帮扶干部上紧了发条遥

同时袁瑞金市创新地将野96333 精准
扶贫信息服务平台冶链接到野中国社会
扶贫网主页冶袁有需求的贫困群众袁只要
用手机或固定电话拨打野96333冶袁就有工
作人员野代办冶袁有效解决了部分贫困户
因不会上网难于发布需求的问题遥

此外袁社会扶贫网监督员还会进行
电话回访跟踪尧对接提醒遥 如贫困户需
求对接未成功袁服务平台会将其信息在
全市的移动用户和爱心慈善组织进行
发布袁以进一步推动贫困户需求对接落
实遥

2017 年 5 月至今袁野96333 热线冶共
受理扶贫类诉求 1389 个袁转办工单 672

件袁 办结率和回访满意率均为 100%袁俨
然已成为扶贫诉求受理的重要阵地尧扶
贫政策宣传的重要窗口尧 改进干部作风
的重要举措尧助推脱贫摘帽的重要抓手遥

在这片党旗猎猎生风的红土地上袁
广大儿女齐心共赴脱贫攻坚大考袁 不忘
初心尧顽强奋斗尧勇于创新袁给出了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遥

苏区精神在传承袁攻坚路上不停歇遥
2018 年 8 月袁瑞金市委尧市政府印发了
叶瑞金市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三年行动实
施意见曳袁市委书记许锐表示袁野摘帽不是
结束遥接下来袁瑞金将按照耶遏返贫尧强振
兴尧保长效爷思路袁做到巩固全市脱贫成
果袁提升贫困户后续发展能力尧提升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袁 着力夯实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基础尧 着力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尧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袁坚持政
策不变尧队伍不散尧力度不减尧关心不断袁
全力保障脱贫成果袁提升脱贫成效遥 冶

11月 6日袁野德耀赣鄱袁 爱在红都冶
全省道德模范与野身边好人冶现场交流活
动暨 2018年第五期野江西好人冶发布仪
式在我市映山红大剧院隆重举行遥 全省
各地共有 34人 1团体助人为乐尧孝老爱
亲尧见义勇为尧诚实守信尧敬业奉献的身
边好人光荣上榜袁 红都的金秋因他们的
到来而倍感温暖遥

客家风格的欢迎方式
映山红大剧院门前袁 一派热闹景象遥

客家山歌队队员们纷纷拍手合唱叶欢迎你
到瑞金来曳尧叶敬擂茶曳歌曲袁用最淳朴的山
歌一起迎接榜样们袁向他们学习袁向他们
致敬遥 并现场制作擂茶袁用一杯杯热气腾
腾的擂茶来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遥

在大剧院广场旁边摆放的 30 多名
好人典型事迹展板格外引人注目袁 展板
上详细介绍了好人事迹袁 引来大批观众
驻足观看尧细读袁并用手机拍照留念遥

别具一格的启动仪式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尧 省广播电

视局党组书记尧局长杨六华袁赣州市委常
委尧宣传部部长胡雪梅袁瑞金市委书记许

锐共同启动 2018年第 5期 野江西好人冶
发布仪式遥

启动仪式别具一格袁 是将取自赣江
源头之水注入江右大地的山水图形袁野上
善若水冶袁取一斛赣水之源袁流遍江西大
地袁寓意着善行善举在我江西源远流长袁
连绵不休遥

随后袁 数十位身披红湲带的道德模
范和野江西好人冶代表们依次站在台上接
受颁奖时袁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袁
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遥

感人肺腑的传递方式
映山红大剧院舞台大屏幕上的一句

句撼动人心的致敬词袁 让现场观众心潮
澎湃袁频频戳中人们的泪点袁感染尧感动
着现场的所有观众遥

野你用善良尧勤劳和爱袁谱写了人间
真情的颂歌袁你看似柔弱袁却无比坚强袁
你用炽热的亲情温暖世间遥 冶

来自壬田镇中潭村的朱生莲老人袁
是孝老爱亲的好人代表袁她把养子像自己
的亲生孩子一样养大成人袁在养子去世后
又以年迈之躯将他的孩子们抚养长大遥这
就是伟大的母爱遥母亲总是用她最无私的

爱为我们圈出最温馨的港湾袁用她最无私
的爱为我们提供最坚实的依靠遥

野你们以仁义之心袁 行公益之举袁大
义为先袁急人之难遥善待他人袁不求回报袁
你们为困境中的人们扫尽阴霾遥 你们用
利他精神换来人间友爱的美好春天遥 冶

有这样一群人袁 他们总在你最需要
的时候袁 出现在你的身边袁 不管风吹雨
打袁他们总是冲在救援的第一线袁他们就
是野红都救援大队冶遥

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
会场上座无虚席袁掌声不断遥台上好

人云集的盛会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袁 道德
力量的传递洗涤了我们的思想灵魂袁熠
熠生辉的聚光灯下袁 好人们的面孔温暖
地感染了所有人遥

活动现场一些新闻媒体的身影也倍
受关注遥 此次参加野江西好人冶发布仪式
的新闻媒体可谓是野名家聚会冶袁除了瑞
金报社尧瑞金融媒体中心尧瑞金发布等本
土媒体袁还有江西手机报尧赣鄱云等媒体
全程报道遥 其中袁有 724972名网友们通
过赣鄱云平台观看了现场直播并进行留
言互动遥

11 月 1 日袁 罗汉
岩景区纯电动旅游观
光车正式开通袁这不仅
能够提升景区旅游质
量袁 维护景区交通秩
序袁 规范行业管理袁同
时能更加有效地保护
景区的生态环境遥图为
观光车正在接送游客遥

曾跃飞
本报见习记者吴志锋摄

“赣”出一番新天地

平凡善举传递人间大爱
要要要野江西好人冶发布仪式侧记

阴本报见习记者崔晓燕

近日袁记者在
一次 野两城同创冶
志愿服务巡逻时
发现袁有些商户门
前干净整洁袁连一
片树叶都没有曰而
有些商户门前袁烟
头尧果皮尧纸屑等
乱丢乱弃曰有的把
生活污水往道路
上倒袁弄得路面油
渍尧 污渍斑斑曰更
有甚者把废弃材
料堆积在门口袁阻
碍道路通行不说袁
还泡沫随风乱跑
噎噎

街道是一个
城市的窗口袁直接
向世人展示城市
的文明程度遥 自
野两城同创冶 开展
以来袁我市通过网格化管理等系列
制度举措的科学安排袁以及人力物
力的倾斜袁城市的环境卫生有了彻
底改善袁 城市形象有了大幅提升遥
然而袁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袁我们也
不难发现袁为了一时方便而乱丢垃
圾尧乱摆乱设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
存在袁 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文明形
象遥

这些不文明现象的存在袁一方
面是由于少数商户尧群众的思想认
识还不到位袁侥幸尧贪图方便心理
在作怪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注
重干部带头袁但发动群众不够遥 笔
者认为袁 要根治城区卫生顽疾袁还
需提倡野自扫门前雪冶袁将门前市容
环境纳入管理袁建立机制袁严加考
核袁让广大商户管好自己门前那块
责任田袁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持续好
转遥

一方面袁 要强化宣传教育袁引
导广大市民和商户积极参与到环
境卫生治理中来袁在全市营造爱护
环境卫生的浓厚氛围遥 另一方面袁
要建立相关的管理机制袁将门前市
容环境划分好责任袁将卫生片区包
干到单位和个体商户袁并将环境管
理工作纳入考评袁 对于个体工商
户袁可由街道进行管理和考核遥 同
时袁要常态化做好巡查检查袁对发
现卫生保持不到位的袁要及时予以
教育曰对不履行门前市容环境管理
责任的临街单位袁依据有关规定采
取警告尧 限期改正等管理措施曰对
拒不履行责任或拒不改正的袁以及
违反市容环境管理规定造成不良
影响的袁依法予以查处袁造成恶劣
影响的袁要同时予以曝光和通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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