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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刘俊良

山青水秀袁天蓝地绿遥 一畦畦大棚蔬
菜长势喜人尧 一片片脐橙园青翠欲滴,一
座座厂房机器轰鸣噎噎仲夏时节,处处涌
动的产业发展热潮,让红都大地展现出勃
勃的生机和无限活力遥
近年来袁瑞金紧紧围绕红色历史尧绿色
生态等资源禀赋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袁以创新为引领袁向改革
要动力袁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据统
计袁今年一季度袁瑞金 70 家规上工业企业
实现产值 42.4 亿袁同比增长 14.2%遥 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5%遥
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发展平台
好的产业发展离不开优良的发展环境遥
近年来袁瑞金围绕打造野政策最优尧成本最
低 尧服务最 好尧办事 最 快 冶的 一 流 营 商 环
境袁不断夯实发展平台袁创新体制机制袁激
发改革动力活力遥
一方面袁交通便利尧通关快捷遥 境内有
三条国道尧 两条高速公路和动车客运尧铁
路货运线各一条遥 未来三年袁随着瑞金机
场尧赣深高铁尧渝长厦客运专线和南丰至
瑞金城际铁路的建成袁3 小时内可直达上
海尧广州尧深圳尧厦门尧泉州尧长沙等城市袁
将形成涵盖公路尧铁路尧航空的立体交通
枢纽袁 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交通比较优势遥
对外贸易更加便利袁设有海关联络办尧国检监管点尧外汇管
理支局等机构袁已成为赣州至厦门港铁海联运野五定班列冶
的重要停靠点遥
另一方面袁平台坚实尧环境优越遥 瑞金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有 500 千伏输变电站尧 国家西气东输二级供气分
输站尧日供水 10 万吨自来水厂尧日处理 1.5 万吨工业污水处
理厂等大型基础设施遥 作为省直管试点县尧省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改革试点县袁 我市拥有设区市级和部分省一级审批
管理权限袁建有野一站式冶行政审批中心袁形成野一枚印章管审
批冶野容缺受理尧告知承诺冶野最多跑一次冶等办事服务机制遥
立足资源禀赋打造优势产业
红色旅游业蓬勃发展遥 每年接待外地游客 1000 万人
次以上袁且以 30%以上的年均速度增长遥 荣膺野中国红色旅
游十大景区冶之一袁被评为野江西旅游强县冶尧野首届中国渊江
西冤十大红色旅游圣地冶之一遥 同时袁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
资源袁着力引入战略投资者袁推动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袁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挖掘袁丰富旅游产品袁延伸旅游产
业链袁重点引进红色天街尧马克思影像小镇尧红色实景演
艺尧 红都幸福花海等文旅项目袁 全力拓展和延伸国家 5A
级景区影响力袁努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尧国家红色
文化旅游示范城市和著名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遥
绿色食品产业乘势而起遥 瑞金农产品资源丰富袁全市
共种植蔬菜 15 万亩尧 年产量 24 万吨袁 种植油茶面积 14.9
万亩袁2018 年实现油茶产业总产值 4.5 亿元曰种植白莲 2.62
万亩袁年产值约 1.60 亿元遥 瑞金是全国优质脐橙生产基地袁
全市共种植脐橙面积 15.6 万亩尧年产量 7.5 万吨袁有 3 个脐
橙专业乡镇尧38 个专业村袁3 个 5 千亩以上连片基地尧35 个
千亩连片基地袁4 家脐橙采后商品化处理及销售企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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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是全国著名
的红军村袁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被贫穷所困袁直至 2015 年袁它的头上
一直都还戴着野深度贫困冶的帽子遥
而今的华屋颠覆了人们对它的
印象遥 村容整洁尧巷陌井然袁一栋栋三
层小楼袁白墙尧黛瓦尧飞檐袁掩映在青山
绿水间遥大戏台尧篮球场尧停车场尧健身
场所袁应有尽有噎噎华屋抓住脱贫攻
坚的发展机遇袁成为产业兴旺的富裕
乡村 尧生态宜 居的美丽 乡村尧安 居乐
业的幸福乡村遥
产业兴旺的富裕村
初夏时节袁 华屋村民华东林在家
品茶待客袁野基地种植着水果袁 销售靠
电商遥 如今袁再也不用劳心费力袁轻轻
松松就能把钱赚了遥 冶 华东林毫不掩
饰内 心的喜悦 袁野好多 城里人都 羡慕
我们华屋的生活遥 冶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袁 华屋是生动

广东省南粤银行组织 20 多名党员职工来到红都瑞金袁瞻仰革命旧址袁学习红
色历史袁感悟苏区精神袁汲取前行动力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 绘好脱贫攻坚作战图

红都干部扑下身子真情扶贫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近
日袁 大柏地元坑村第一书记白
金强来到贫困户钟大娘家袁帮
她刨好了一块红薯地袁 村里群
众向他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遥
野白书记不忘初心袁 心系百姓袁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苏区干部好
作风的基因噎噎冶 乡党政多位
领导给予他很高评价遥
像白金强这样的好干部很
多袁他们有来自国家部委尧省直
单位尧赣州市挂点结对领导袁有
来 自我们瑞 金 的 5000 多 名 党
员干部组成的 227 支扶贫工作
队袁 有一万多名全覆盖帮扶干
部袁 一齐奔赴到红都大地脱贫
攻坚一线袁 弘扬苏区干部好作
风袁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巩固
提升各项工作遥
通过深入实施党建促扶
贫尧产业打头阵尧安居挪穷窝尧
就业拓富路尧金融注活水尧电商
添翅膀尧兜底有保障尧资产分红
利等一系列有力举措袁 我们攻
克了脱贫路上的一个个堡垒遥

精准脱贫袁产业是根遥 我市探索
构建选准一个产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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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的 野五个一冶 产业扶贫模
式袁 鼓励引导贫困户直接发展
产业袁或通过土地尧资金入股链
接到产业链上袁 推进产业扶贫
100%全覆盖袁依托产业实现脱
贫的贫困户比例达 62.6%遥
攻坚战鼓急袁保障须有力遥
我市为脱贫攻坚提供各项坚强
的保障遥 2015 年以来投入脱贫
攻坚资金达 36.3 亿元袁其中仅
2017 年袁政府实际投入脱贫攻
坚资金就达 20.02 亿元袁 整合
财 政 涉 农 扶 贫 资 金 9.7 亿 元 遥
率先在全省建立健康扶贫 野四
道医疗保障线冶制度袁贫困人口
医疗费用平均报销比例达到
91.8%遥 落 实 易 地 搬 迁 扶 贫 政
策袁 建设了 28 个集中安置点袁
帮 助 1447 户 5000 人 野 挪 穷
窝冶遥 大力实施农村 保障房建
设袁 建设 1410 套农村保障房袁

红军村的嬗变之路
阴本报记者邹婷
的写照遥 从远近闻名的贫困山村到众
人艳羡的富裕村袁 产业发展是关键遥
野我们的优势是山林多尧生态好尧底蕴
深袁更适宜走小而美的精品路线遥 冶黄
沙村党支部书记黄日生说袁华屋形成
了以乡村旅游为主导尧传统种养为基
础的产业发展思路遥 2015 年以来袁华
屋先后发展了油茶尧毛竹尧果蔬尧蜂蜜
等产业袁 相继成立中蜂养殖合作社尧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袁为 36 户贫困
户增收两万左右遥
传统的农业产业让华屋人有了
脱贫野定心丸冶袁乡村旅游的发展袁则为
他们打开了致富门遥 华屋发展乡村旅
游袁规 划力避碎 片化袁统 一规划建 设

66 套具有浓厚客家风情的新民房袁在
村庄后山建设野信念亭冶袁打造野信念的
力量冶野永恒的信念冶两堂现场教学课袁
修建野长征体验路冶袁建设了红军祠和
村史馆噎噎旅游布局整体成型袁市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遥 近几年来袁 华屋相
继举办乡村旅游节尧民俗文化节等活
动袁人口不到 500 人的华屋袁接待游客
量尧 旅游综合收益均保持 30%以上增
幅袁带动周边 1000 多人脱贫遥
生态宜居的美丽村
走在华屋的村道上袁 错落有致的
乡村小楼尧 赏心悦目的园林小景袁让
人真切感受到 野家在青山绿水间袁人
行诗情画意中冶遥

2994 名无房户 野拎包入住冶新
家遥 围绕基本生活有保障袁
10486 户 28859 名 贫 困 人 口 纳
入低保袁确保贫困群众不返贫遥
号角声声袁捷报频传遥 在全
市干部群众的齐心攻坚下袁2018
年 7 月 29 日袁 经过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三方严
格评估袁 我市贫困发生率降至
0.91%袁群众满意度高于 90%袁符
合贫困县退出的要求袁江西省政
府正式批复同意我市脱贫退出遥
消息传来袁 全市欢欣鼓舞遥
然而袁 市委市政府不忘初心袁继
续前进袁没有因为胜利的喜悦而
松懈袁制定了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计划袁去年底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野秋冬会战冶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
把贫困户野扶上马袁送一程冶袁完
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袁有效减少
和防止返贫袁 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尧不摘政策尧不摘帮扶尧不摘监
管袁 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
升袁确保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一
道奔向幸福的小康路遥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袁 华屋以增
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总抓手袁聚
焦生态宜居袁 全力做好规划编制袁着
重从乡村红色文化传承尧休闲乡村农
旅结合等方面进行打造袁不断推进民
生工程建设遥 整合扶贫尧水利尧新农村
建设等资金袁实施亮化尧美化尧绿化项
目袁提升村容村貌袁开展环保尧水利尧交
通等项目袁切实解决制约华屋发展几
十年的水路电问题袁为群众的安居乐
业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华屋的乡村环境
变美了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
善遥
绿草茵茵袁青山隐隐袁华屋变得容
光焕发又质朴清新遥 80 多岁的华丕财
是村史馆的义务管理员袁同时兼管华
屋祠堂的财务和卫生保洁工作袁采访
中袁他告诉记者袁现在生活衣食无忧袁
过得 很富足袁能为村里 出份力袁他乐
在其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