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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家的脐橙大部分都订出去了袁只
留下了一部分自己在网上卖遥 冶近日袁在
黄柏乡黄金村一果园里袁正在查看脐橙
成熟情况的果农刘明自信地对记者说
道遥

今年才 30 出头的黄柏乡黄金村村
民刘明袁却已然是该村脐橙产业的老成
员遥 6 年前袁他还跟其他大多数农村青
年一样袁在广东大城市打工遥 多年漂泊
在外打工的他袁 感觉每个月拿几千块
钱袁日子没什么盼头遥 他见到自己村里
的人这几年因为发展脐橙赚了不少钱袁
于是也萌生了回家种脐橙的念头遥 当
时袁他家有 10 余亩荒地袁他就想袁不要
多袁就把这 10 余亩地利用起来袁管理好
的话也应该有不错的收入遥 于是袁6 年
前袁刘明告别了他摸爬滚打多年的大城
市袁从广东回到老家开启他的脐橙产业
致富路遥

没有技术袁他就认真跟着同村的技
术好手学曰 没有资金袁 他就向亲朋好友
借遥在乡村两级干部帮扶下袁刘明很快熟
悉了脐橙种植要领袁同时袁技术人员还给
他带来了果苗遥 就这样袁 在自己的努力
和乡村干部的帮扶下袁刘明把自家的 10
亩山地种满了脐橙遥

经过悉心管理袁刘明的果树长势良
好袁去年袁他家的果树开始进入丰收期袁
他把一部分果订给经销商袁留下一部分
在网上销售袁通过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提
高效益袁 当年袁 他家实现纯收入 6 万余
元遥 小有积蓄的他袁 一口气把自己这几
年的积蓄搭上袁在市区按揭买下了一套
房子遥 野我想如果自己一直待在广东打
工袁每个月 3000 元的工资都不够日常花
销袁肯定没能力在市区买房遥 冶刘明笑着
说遥

在我市袁像刘明这样通过脐橙产业

致富的人不在少数遥他们通过脐橙种植袁
摆脱了贫困袁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道遥

近年来袁我市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袁以电子商务为引领袁紧紧依托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试点县 渊市冤优
势袁积极推动野互联网+赣南脐橙产业冶
融合发展袁 先后建设了村级电商服务
站尧淘宝网特色中国瑞金馆尧中国社会
扶贫网瑞金馆等平台袁并把脐橙作为主
打产品袁通过社群经济尧分享经济尧粉丝
经济袁 以低成本高效率的裂变推广模
式袁为用户带来更低的价格尧更好的体
验袁 从而提高赣南脐橙品牌影响力尧传
播力和网络市场占有率遥 截至目前袁全
市共有村级电商服务站 70 个袁 基本形
成了市尧乡尧村三级农村电商物流服务
体系遥 同时袁建立了赣南脐橙瑞金集散
中心和加工服务中心袁 开通了 11 条城
市直达快递专线袁打通了农村物流野最

后一公里冶袁 使得脐橙产业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遥此外袁采取统一规划土地流转尧
统一技术培训尧统一农资供应尧统一果
品销售的方式袁帮助村民和贫困户抱团
发展袁增强抗风险能力曰利用乡果茶站
和脐橙协会等多种平台积极开展产业
技能培训袁不断提升贫困户自身技能尧提
高致富能力遥

政府的大力扶持袁加上电商的助力袁
带动了全市脐橙产业蓬勃发展遥 据统
计袁截至目前袁全市共有脐橙种植面积
15.6 万亩袁拥有武阳镇尧黄柏乡尧沙洲坝
镇 3 个脐橙专业乡镇袁预计今年总产量
超 10 万吨遥 全市直接参与果业种植的
农户近 1 万户袁 直接从业人员近 3 万
人袁参与脐橙产业农资尧运输尧加工尧包
装尧销售等相关产业的人员近 10 万人袁
成为我市引领乡村振兴尧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的支柱产业遥

本报讯 渊邓浩亭 吕泽林 记者
朱燕冤11 月 20 日袁 记者从有关部门
了解到袁 赣闽界隘岭收费站主线路
面取直工作圆满结束袁 标志着江西
高速赣州管理中心管辖的赣闽界隘
岭收费站尧 赣湘界崇义西收费站及
赣粤界东江源收费站等三个省界收
费站主线路面恢复工程完工并通过
交通运输部确认遥 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后袁将彻底实现一网通行尧
一路畅通尧 一脚油门踩到底的总体
目标袁 以往节假日时省界收费站变
野停车场冶的场景也将成为历史遥

位于叶坪乡的隘岭收费站成立
于 2011 年 10 月袁 是进出福建的主
要交通枢纽袁 每天有大量的货车尧
小车尧私家车通过收费站遥 接到撤
站的通知后袁赣闽界隘岭收费站把
工作重点由收费转变为收费和撤
站有机结合上来遥 一方面加强与高
速交警尧高速路政沟通联系袁形成
工作合力曰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配
合施工队伍袁 现场处置突发情况遥
在方法上袁采取先中间后两边的方
法袁 陆续拆除 11 个收费岗亭和附
属设施袁确保进入省界的车辆不因

撤站工作影响正常通行遥 目前袁赣
闽界隘岭收费站撤站工作已经全
部结束袁ETC 系统联调联试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中袁 预计 12 月中旬
可以到位遥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袁既
是国务院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的
重大举措袁 更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出行需求的具体行动遥 根据国务
院尧 交通运输部对于取消全国省界
收费站的安排袁11 月份起所有收费
站入尧出口只保留一条人工车道袁其
他车道全部升级为 ETC 车道遥

市人民医院院

向市民传授抗菌
药物使用知识

本报讯 渊陈月凤冤11 月 18 日至 24 日为
2019 年野世界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冶袁今年主题
是 野着眼未来 停止过度使用和误用抗菌药物冶遥
为积极应对细菌耐药带来的挑战袁提高抗菌药物
科学管理水平袁遏制细菌耐药发展与蔓延袁市人
民医院于 11 月 20 日在医院门诊一楼大厅开展
野2019 年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冶活动遥

本次活动由医务科尧药剂科牵头邀请抗感染
专家袁院感专家袁微生物专家等组成抗感染专家
义诊团队袁 于 20 日上午举行抗菌药物相关咨询
义诊活动遥 现场医务人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袁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袁向前来咨询的市民宣传各类
抗菌药物的使用方法袁让市民能更全面尧直观地
了解抗菌药物用法用量方面的知识遥 同时袁医务
人员还详细向市民讲解了抗菌药物耐药的产生
机制以及如何合理抗击抗菌药物耐药等医学相
关知识遥

细菌耐药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领域
的重大挑战袁也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世
界性问题遥 据悉袁本次咨询义诊活动是市人民医
院野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冶活动的开始袁通过野认
识周冶系列活动袁向市民普及抗菌药物知识袁提高
公众对抗菌药物的认识水平遥11 月 18 日袁壬田镇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开展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活动袁展现党员为民奉献的初心

使命遥 当天共有 46 人参与此次义务献血活动袁全年累计完成义务献血 90 例遥 图为该镇机关干部带
头进行无偿献血遥

杨慧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赣服通”
瑞金分厅上线运行
野赣服通冶瑞金分厅正式上线

运行啦浴 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通
过下载手机 APP 支付宝袁搜索野赣
服通冶袁选择瑞金袁即可进入网上
办事大厅袁轻轻松松实现公积金尧
医保尧社保尧教育尧交管等部门的
181 个政务服务事项和 109 类电
子证照的野掌上冶调取尧查询和办
理袁做到野一机在手袁办事无忧冶遥

政府引导 电商助力

脐橙产业活了经济富了农民
阴本报记者刘俊良

赣闽界隘岭收费站撤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