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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袁黄柏乡湖岭村贫困户杨秀英比
往常更加忙碌遥 杨秀英传承老一辈的酿酒手
艺袁酿制的米烧酒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袁每到
圩镇集日袁她都会将酒运到集市上售卖袁一年
下来袁她要用去约三万斤大米酿酒袁酿酒已经
成了她的生活主要来源和依靠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日前袁首届赣南苏区人才峰会
暨院士专家民营企业行活动在江
西赣州举行袁中国科学院尧中国工
程院的 38 名院士深入江西赣州袁
为老区企业创新升级和振兴发展
出谋划策遥

为解决产业难题支招

峰会期间袁38 名院士兵分多
路袁奔波在工厂车间尧田间地头尧医
院高校遥 每到一处袁他们分别以举
办座谈会尧 实地调研等形式送上
野金点子冶袁 从指导宏观发展战略袁
到提出可行性措施袁从把脉问诊技
术难关袁到支招破解产业难题遥

在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袁电
机电力驱动和电动车专家陈清泉
院士考察了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
司袁与工作人员就生产工艺尧核心
技术尧产品定位尧市场趋势等展开
交流遥他对赣州坚定不移发展新能
源汽车产业表示赞赏袁希望下一步
继续引导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袁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遥

近年来袁赣州依托中国稀金谷
优势大力发展稀土和钨新材料及
应用产业遥李卫尧黄伯云尧裴荣富等
院士深入赣县区尧龙南县尧大余县尧
崇义县的相关企业袁对产业发展现
状及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遥
他们一致表示袁要将产业链条加速
向稀土钨精深加工和应用领域延
伸袁生产高端制品和产品袁变资源

优势为产业优势遥
发挥院士力量助推老区经济

社会发展袁 早在赣州市信丰县首
家院士工作站成立之时就已经开
始探索袁 全国劳模朱壹就是见证
者之一遥 朱壹说院野由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邓秀新牵头组建的江西绿
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院士工作
站袁 多年来不仅解决了新品种的
引进尧栽培尧病虫害防治等难题袁
还为赣南脐橙产业发展提供了新
技术遥 冶

此外袁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
司与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团队自
2013年开始合作袁已经有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遥双方共同合
作项目 18个袁7个已批量生产实现
成果转化袁 填补了国内高性能尧高
精度硬质合金涂层刀片技术的空
白遥

搭建创业发展平台

高层次人才紧缺一直是制约
赣州市高质量尧 跨越式发展的瓶
颈遥 野近年来袁 为解决人才紧缺问
题袁赣州积极完善政策尧创新举措袁
加快补齐人才匮乏短板袁努力营造
优质的人才发展环境遥 冶赣州市市
长曾文明介绍遥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尧服务人
才袁 赣州专门成立招才引智局袁筹
划组建人才服务中心袁坚持实施人
才温暖关爱工程遥 此外袁赣州还紧

盯产业链袁对野两城两谷一带冶渊新
能源汽车科技城尧 现代家居城尧中
国稀金谷尧青峰药谷尧赣粤电子信
息产业带冤的领军人才袁出台最高
给予 2000 万元的无偿资助等政
策袁引导和鼓励高层次人才来赣州
创业发展遥

现如今袁人才集聚给赣南老区
带来喜人变化院赣州高新技术企业
2018年突破 500家袁连续两年实现
翻番 曰2017 年专利申请量 14706
件袁超过野十二五冶时期总和曰积极
对接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袁 截至
2018年 9月底在财税尧金融尧生态
补偿尧对口帮扶等方面累计减征企
业所得税 32.43亿元曰2018年前三
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49.4 亿元袁同比增长 9.4%袁增速
保持江西省第一遥

据了解袁 在本次峰会期间袁中
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尧中国工程院三
局分别与赣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
合作协议曰院士专家前往赣州各地
调研袁 现场签约项目 3 个尧 金额
67.6亿元袁意向项目 45个曰院士深
入 109 家民营企业或事业单位调
研指导袁提供咨询意见袁解决困扰
产业和企业的瓶颈性问题遥 野赣州
将拿出最大的诚意尧 最优惠的政
策尧最优质的资源袁搭建科学研究尧
学术交流尧成果转化尧干事创业的
良好平台袁为推动赣南振兴提供发
展空间遥 冶曾文明表示遥

訾谦 胡晓军 全国新增高标准
农田面积超八千万亩

2018年以来袁农业农村部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袁实施野藏粮于地尧藏粮于技冶战略遥 截至目前袁
全国已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8000万亩以上袁 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00万亩袁 顺利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遥

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袁将国家
发展改革委农业投资项目尧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尧原国土部农田整治项目尧水利部农田水利建设
项目等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职责整合划入农业农村
部遥 机构改革理顺了农田建设管理体制袁农田建设
资金全面整合袁彻底改变了以往野五牛下田冶尧分散
管理的局面遥 据初步调度袁2018年仅中央层面就统
筹安排近 1000亿元农田建设类财政资金袁 主要用
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遥

农业农村部统一调度安排全国高标准农田建
设袁 督促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工程建设任务袁 确保
2018年项目顺利实施遥 同时袁启动编制叶全国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渊2019-2022 年冤曳袁加快推进分层
级制度体系建设袁 研究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和
分区域建设标准遥 加强督查考核工作袁把高标准农
田建设纳入国务院督查范围曰 研究制定高标准农
田建设绩效考核办法袁 建立奖优罚劣的激励约束
机制遥 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袁尽快实现野上图入库冶
全覆盖遥

落实中央关于耕地质量保护工作相关要求袁着
力突出技术标准制定尧监测能力建设尧重点地区试
点示范遥 加强技术标准建设袁编制完成叶国家耕地质
量监测技术规程曳等袁指导全国做好耕地质量保护
监测工作遥 针对南方土壤酸化尧北方土壤盐渍化及
设施蔬菜土壤连作障碍等突出问题袁统筹安排 5亿
元资金袁 开展耕地质量保护提升技术示范 500 万
亩遥 在内蒙古尧辽宁尧吉林尧黑龙江四省渊区冤新增一
批黑土地保护重点县开展整建制试点袁全国试点面
积扩大到 880万亩遥

利用外资支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脱贫攻
坚实现新突破袁争取亚洲开发银行 3亿美元低息优
惠贷款支持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项目建设袁争取国际
农发基金 8000 万美元低息优惠贷款支持宁夏尧四
川农业扶贫发展项目遥 项目协议谈判和实施筹备工
作推进顺利袁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农发基金已分别
批准两个项目遥 龙新

笔者在基层发现袁一些扶贫
干部自掏腰包扶贫袁导致个别农
户没有生产工具找扶贫干部袁没
有米面也找扶贫干部遥

扶贫是硬任务袁各地扶贫干
部重任在身袁也是想尽办法找对
策遥但经常性自掏腰包帮扶贫困
户却非长久之计遥 一来袁扶贫干

部大多是工薪阶层袁个人有限的
资金帮得了张三李四袁帮不了千
家万户曰二来袁这样也解决不了
贫困户的真正问题袁形不成持续
脱贫的能力袁反而可能助长贫困
户野等靠要冶心理遥

扶贫干部自掏腰包袁本是一
片好心袁也可解贫困户一时之急遥

要想延长扶贫时效性袁扩大扶贫
受益面袁还需从体制机制上多想
良策袁有效扩充资金源头袁强化精
准投放袁让扶贫资金像野一池活
水冶滋养贫困户脱贫袁同时也要通
过多想些发展产业尧拓展就业的
方法袁给贫困户找到出路袁激发他
们的内生动力遥 柯利刚

1 月 2 日 袁河
北省乐亭县姜各庄
镇一家海产品工厂
化养殖基地的工人
在海参养殖车间工
作遥近年来袁河北省
乐亭县加快推进沿
海渔业由猎捕型向
增殖型转变袁 积极
引导沿海渔民发展
经济价值高的海产
品工厂化养殖袁拓
展渔民增收空间遥
据了解袁 目前该县
海产品工厂化养殖
面积达到 40 万平
方米袁 养殖产品包
括大菱鲆尧牙鲆尧海
参尧 河豚尧 日本车
虾尧 南美白对虾等
十余个品种袁 年产
值达到 1.2 亿元遥

杨世尧 摄

38位院士“把脉”赣南老区振兴发展

自掏腰包扶贫非长久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