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4日袁野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冶 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红都广场举行遥 启动仪式
上袁市医保局负责人宣读了野打击欺诈骗保尧维护基金安全冶倡议书袁定点医院尧定点药店尧参
保人员代表宣读了野打击欺诈骗保尧维护基金安全冶承诺书遥 活动现场播放了宣传动漫袁设置
了多项政策业务咨询台袁展出了 8块大型宣传展牌袁并向广大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袁接受市民
咨询问政袁耐心做好医保政策的宣传解读遥

肖慧君 本报记者朱燕摄

本报讯 渊赖秀生 记者温庆本冤
4月 2日袁 市安委会道路交通安全
专业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袁应对
当前严峻的交通安全形势袁切实有
效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袁维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遥

与会人员收听收看了赣州市
安委会道路交通安全会议遥 会议
通报了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袁
指出了我市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方面存在的主要突出问题遥 会议
要求对全市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再进行一次全覆盖尧 不留死角的
排查袁 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及时
汇总上报安委会袁 由安委会按职
责下发至相关部门进行落实整改
到位遥 同时对交通安全隐患做到
常态化尧滚动式排查袁并及时整改
落实到位遥

会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
按照职责要求袁 各负其责不缺位袁
严格落实见成效遥 交管大队要充分
发挥交通管理主力军作用袁加强路
面管控袁 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遥

各部门又要互相配合袁齐心协力做
好交通事故预防工作遥 同时袁 会议
要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要跟
上袁要改变以前灌输式的教育袁创新
宣传方式方法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袁在娱乐中接受教育袁通过身
边典型案例袁使交通参与者受到震
撼性教育袁 力求入脑入心遥 特别是
要加强对全市干部职工的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袁做到文明出行尧安全出
行袁从而在全市营造人人守法尧个个
遵章的良好风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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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后袁 我市
112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陆
续收到一张存有 3000 元人
民币现金银行卡袁收到存有
3000 元现金卡的贫困户们
喜笑颜开遥 这是我市大力发
展光伏扶贫产业结出的硕
果遥

到目前 ,全市建设光伏
扶贫电站 92.565 兆瓦 袁总
计投资 6.1285 亿元袁 争取
国家光伏指标 80 兆瓦袁其
中市级集中式地面电站 30
兆瓦 (批复电价 0.97 元/
度)袁 村级分布式地面电站
50 兆瓦 (批复电价 0.98 元/
度 )袁 建成后可帮扶全市
11200 户贫困户 袁30564 人
实现脱贫袁覆盖全市 223个
村遥 为 49个野十二五冶贫困
村袁49 个野十三五冶贫困村
以及 75 个野空壳村冶增收 5
万元/年袁发展壮大村集体
收入遥 目前为止袁累计总发
电量突破 9000 万度袁 结算
基础电费 35824549.873元袁
结算补贴电费 8392523.823
元袁 光伏扶贫项目已初见
成效遥

抢抓机遇

近几年袁国家尧省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光伏
扶贫电站发展的好政策袁政策规定院光伏发电站
在 2017年 6月 30日以前并入电网袁入网电价按
0.98元一度袁2017年 6月 30日以后则只有 0.85
元一度袁现在并网就只有 0.65元一度袁自 2018年
7月以后入网的非扶贫光伏发电入网电价将再
降五分遥

时间就是金钱袁速度就是效益遥市委尧市政府
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袁抢抓机遇袁攻坚克难袁充
分利用我市得天独厚发展光伏发电的有利条件
和野二调未利用地和废弃工矿用地冶资源袁成立了
以市委许锐书记亲自挂帅的市光伏领导小组曰领
导小组办公室开设了 野光伏工作微信群冶袁 实行
野每日一报制冶和野周五调度制冶袁使得工作情况可
以随时通晓尧及时调度遥市分管领导主动作为袁密
集调度袁每月以会议尧现场办公等形式袁解决项目
建设中的难点问题遥

为抢在规定时间并入电网袁许锐携市发改委
等部门负责人多次前往北京尧南昌争取光伏发电
入网指标袁 协调光伏发电所需的建设用地和资
金袁顺利实现 1万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光伏扶贫
项目建设目标遥

苦干实干

为选好光伏发电所需的建设用地袁 市自然
资源局渊原国土局冤尧市发改委尧市林业局尧市城
投公司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跑遍了瑞金的 17 个
乡镇袁从万田乡的钾长石矿废弃地到丁陂乡的
废弃稀土采矿场袁从黄柏煤矿的废弃露天采场
到壬田尧合龙的野二调冶未利用地袁再到叶坪田
坞的废弃的砖厂袁 无论壬田高轩道路泥泞袁还
是丁陂的羊肠小道袁 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遥 通
过结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袁 对比 野瑞金市
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冶 和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袁
他们现场踏勘了近 40个村袁 最后确定 23个光
伏扶贫电站分布全市 11个乡 渊镇冤23 个点上袁
如期实现上网容量 80兆瓦袁如期安装太阳能组
件容量 80兆瓦袁日均发电量 18.8 万度袁每日发
电收入近 20万元袁可持续获益 25年袁近三年可
帮助全市 112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年均增收
3000元遥

为了如期并入国家电网袁 各参建单位也制
定了科学的施工计划袁倒逼工期袁积极与领导小
组办公室尧 当地乡尧 村二级协调沟通袁 确保了
6.30锁定国家电网电价袁 使得项目建设有序推
进遥 在市委尧市政府领导的高位推动下袁各相关
单位密切配合尧全力攻坚袁我市 30 兆瓦市级地
面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和 50 兆瓦村级分散式
地面光伏扶贫电站如期并入国家电网袁 锁定标
杆上网电价遥

本报讯渊记者刘俊良冤两台拖
拉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袁嘟嘟嘟的轰
鸣声似乎在告诉人们它的动力强
劲袁犁铧过处袁留下一串串黝黑的
刚翻耕过来的新泥噎噎4月 2 日袁
在黄柏乡柏村 319 国道旁的一处
蔬菜基地里袁工人们正在忙着翻耕
土地遥

野现在我们正在抓紧时间翻耕
土地袁 争取本月底将辣椒栽种完
毕遥 冶该基地负责人刘晋宏向记者
介绍说袁他们计划今年订单式种植
辣椒 800余亩袁 其中袁 新流转土地
560余亩袁 原百香果基地改种蔬菜
200多亩遥 目前袁 基地正在翻耕土
地袁部分钢棚材料已经到位袁待土
地翻耕好后再组织工人搭建钢棚袁
他们计划本月底完成全部 800 多

亩的辣椒栽种遥 届时袁基地一季辣
椒可创造收入 1000万元以上袁可吸
纳大量劳动力就近就业遥

为了把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学深学透袁黄柏乡先后召开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和全体党员
干部会议袁组织全乡党员干部深入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袁并要求每位党员
干部通过讲感受尧谈体会尧写心得
等形式袁做到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入脑入心尧融会贯通遥

作为我市一个塅区乡镇袁黄柏
乡拥有交通便利尧重点项目多等发
展优势袁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袁进一步激发全乡发展活
力袁 该乡紧紧围绕自身实际和优
势袁科学谋划现代产业袁在已有脐

橙等现代农业产业的基础上袁新增
蔬菜产业袁计划今年发展大棚蔬菜
560亩袁引入有技术尧有实力的乡贤
带动产业发展遥目前袁560亩土地已
全部流转到位袁部分土地已经翻耕
完毕袁正在准备搭建大棚袁预计本
月底可全部栽种完毕遥

不仅如此袁瑞金文化传媒职业
学院尧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等一批重
点项目相继落户黄柏袁为了项目能
够尽快落地袁该乡正在全力做好用
地征迁工作遥 目前袁该乡已经完成
以上两个项目用地的丈量摸底尧制
定出台了征迁工作方案袁正抓紧做
好后续征迁工作袁力争早日实现用
地交付袁 让项目早日惠及黄柏百
姓袁进一步激发和推动黄柏高质量
发展遥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要要要乡镇部门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系列报道之三

多部门“把脉”开预防“药方”
市安委会道路交通安全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

锻
造
脱
贫
攻
坚
强
力
引
擎

昨
昨昨
我
市
大
力
发
展
光
伏
扶
贫
电
站
纪
实

阴

曾
春
山
刘
浩
雷
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