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湖派出所

破获一起
偷香肠腊肉失窃案

本报讯渊廖俊卿 记者刘芬冤香肠腊肉是瑞金人的
年货必备品袁受猪肉价格影响袁香肠尧腊肉跻身野奢侈
品冶名录袁市民家的制作量比往年有所减少遥 近日袁我
市一男子因觉得猪肉太贵袁自家香肠腊肉不够袁遂起
了偷香肠腊肉的歹念袁结果被抓遥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袁市公安局象湖派出所接
到辖区金星村村民报警称院家中 40 根香肠被盗浴 民警
迅速赶赴现场并展开调查袁发现两名骑电动摩托车男
子有重大嫌疑遥 经过缜密侦查袁在情报大队的配合下
迅速锁定违法嫌疑人邓某辉和邓某遥 2020 年 1 月 5
日袁办案民警将邓某辉成功抓获袁而被盗的香肠尧腊肉
正在邓某辉家中晒得油光铮亮遥

据邓某辉供述袁年关将近袁经济拮据的邓某辉家
中购置的香肠尧腊肉不多袁家人也担心正月不够吃袁遂
产生盗窃香肠腊肉的心思遥 2019 年 12 月 30 日袁邓某
辉伙同邓某窜至金星村杨某某家中盗得 40 根香肠遥
日前袁邓某辉已被依法行政拘留袁追回的香肠也被返
回给失主遥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之中遥

民警提醒院香肠尧腊肉虽好袁可不要违法获得袁用
自己辛勤的双手袁调制出腊肉香肠袁看着它们在阳光
下慢慢晒干遥 这样用劳动换来的美食才是新年对自己
和家人最好的馈赠遥 要记住袁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袁必将
受到严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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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季节袁 钟久志忙前忙后袁浸
米尧蒸饭尧浇灰水袁再将蒸透的大禾米
倒入石臼袁六七个壮年男子一杵一杵
地把石臼里冒着白气的大禾米饭捣
烂遥 那热气腾腾的米果寄托着钟久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54 岁的钟久志是万田乡麻地村
的村民袁家中有 11 口人袁生产销售黄
元米果成为他家的主要创收渠道袁从
事黄元米果产业已有十余年袁他已渐
渐成为麻地村有名的米果大户袁野每
年都要卖出几万斤袁基本都是客户自
己通过微信或者电话直接下单袁根本
不愁卖遥 冶钟久志告诉记者遥

野瑞金米果看万田袁万田米果看
麻地遥 冶作为客家传统美食袁相比其他
地方袁麻地村生产的米果更有色黄质
嫩尧细密滑腻等特点袁一直以来在市
场上享有良好声誉袁如今一个个黄灿
灿的黄元米果变身野金果果冶袁给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带来了希望袁成为该村
脱贫攻坚不可替代的重要产业遥

野不打米果不过年袁过年时我们
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做米果的习惯袁但
是基本上自给自足或者略有富余用
作走亲访友的礼品袁即使是拿到市场
上销售袁也是赶集逢圩零零散散卖一
些遥 自从脱贫攻坚以来袁它才慢慢发
展成麻地村的产业遥 冶麻地村村干部
刘海东告诉记者袁为改变村民制作米
果单打独斗的局面袁2016 年袁 万田乡
积极动员村民发展大禾谷种植袁培育
大禾米种植基地袁组建成立万田乡米
果产业联合党支部袁成立麻地村万丰
大禾谷种植专业合作社袁并且购置一
体化米果加工设备袁与贫困户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袁 吸纳 30 户贫困户加入
合作社遥

麻地村铜盆岭下的曾令发夫妇
两人患有慢性病袁常年不见好的状况

一度成为他们的 野心头大石冶袁2016
年袁在万田乡干部和扶贫帮扶干部的
鼓励下袁 曾令发开始种植大禾米袁制
作并售卖黄元米果遥 野2016 年卖了三
千斤袁2018 年卖了七千多斤袁 产量一
年比一年多袁销售额也是节节涨遥 冶依
靠黄元米果袁 曾令发实现脱贫致富袁
野2019 年我种了 13 亩大禾米袁现在每
天忙着做米果袁制作一次大概有五百
多斤袁不到半天就卖完了遥 冶曾令发说
起当前的销售情况喜笑颜开遥

野麻地村人口有 1086 人袁2018 年
全村种植 300 亩大禾米袁共生产销售
23 万斤黄元米果袁 总销售额近 120

万袁全村人口人均增收 1000 元遥 2019
年预计可生产销售米果 26 万斤遥 冶万
田乡副乡长刘恋介绍袁为进一步实现
万田黄元米果的规模化和市场化袁万
田乡从升级产品包装和创新营销方
式发力袁野一方面袁我们对产品进行统
一包装袁推出礼盒装曰另一方面袁拓宽
合作渠道袁 开展万田黄元米果进超
市尧进景区尧进宾招的耶三进爷活动袁同
时举办节庆活动袁借力打响知名度遥 冶
据了解袁在今年元旦举行的野非遗过
大年文化进万家冶暨第二届万田黄元
米果节活动上袁前来购买黄元米果的
市民和外地游客络绎不绝遥

银万田乡麻地村把
黄元米果产业打造为村
集体收入的主要增长点
和村民增收致富的主要
产业遥 2019 年袁全村种植
大禾谷 400 亩袁 产谷 30
万斤 袁 现有种植户 135
户袁合作社 1 个袁米果加
工厂 5 家袁黄元米果已成
为村民们致富的 野金果
果冶遥 图为万丰大禾谷合
作社农民正在制作米果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把大禾米杵成“金果果”
要要要万田乡麻地村黄元米果富民兴村之路渊下冤

阴本报记者邹婷

在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活动中袁 赣州市出台了解
决老百姓身边的急难事麻烦事烦
心事工作方案袁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笔者认为袁要解决好群众身边野三
事冶袁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袁发扬唯实求真的精神袁完
善制度尧凝聚合力袁落实野民生清
单冶遥

百姓事无小事袁 要持之以恒
抓遥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尧植根人
民尧服务人民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政党遥 解决百姓野三事冶是
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袁 落实的
好不好尧百姓满不满意袁直接关系
主题教育最终成效遥 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袁赣州各地做了很多工作袁
解决了不少问题遥抓百姓野三事冶袁
不能野一阵风冶野一场秀冶袁要持之
以恒抓下去才能见到更多实效袁
越到关键时候袁越不能松劲头袁不

能做做样子尧搞搞形式袁抓工作浮
在面上遥

回应群众期盼袁突出重点抓遥
群众之盼袁施政所向遥解决老百姓
的野三事冶袁就是要回应群众关切袁
把为民服务解难题落到实处遥 要
聚焦脱贫攻坚尧教育医疗尧社会保
障尧生态环保尧平安建设等重点
领域袁 从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尧
看病尧上学尧住房尧养老等方面的
实际问题入手袁 一件件梳理袁建
立台账袁实行挂图作战袁力求早
解决尧早见效遥 同时袁也需要注意
工作方式方法袁 进一步强化责
任尧细化措施尧改进方法袁提升整
改效率遥 要找准切口袁瞄准老百
姓重点关注的问题抓好整改落
实袁以实际问题的解决让群众感
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
变化遥

注重建章立制袁常态长效抓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袁 要建
立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制度遥推
动解决老百姓野三事冶要形成长效
机制袁 要注重把工作过程中形成
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袁 以制度形
式确定下来遥既要解决当下问题袁
更要解决长远问题遥 比如配备专
班抓尧定期调度尧建立六类台账管
理尧跟踪督查督办尧媒体平台亮晒
等等遥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遥 坚持
人民立场袁 要始终以坚韧顽强
的斗争精神尧 较真碰硬的工作
态 度 抓 好 整 改 落 实 袁 决 不 能
野决心 冶 在嘴上 尧野打算 冶 在会
上 尧野落实 冶在纸上 遥 要在学思
践悟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袁推
动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和 上 级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袁 推动人民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突 出 问 题 得
到有效解决遥

聚焦百姓“三事”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阴刘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