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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冤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
野放管服冶改革尧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内容遥日前袁记者从市行
政审批局了解到袁 我市已成立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报建中心袁
建立野前台受理尧后台审核冶机
制袁实行野一个窗口冶服务和管
理袁 全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袁 提高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办事效率遥

据了解袁我市以业主单位服
务需求为导向袁 合理划分审批
阶段袁优化完善审批流程袁推行
野多评合一冶袁 压缩评审办事环
节袁实行统一受理尧同步评审尧同
步审批尧控制时限遥 项目业主单
位可一次性向报建中心申请能
评尧环评尧稳评尧地震尧防洪尧水
保尧取水尧防雷尧交评等审批袁报
建中心统一受理袁 涉及市行政
审批局权限的事项袁 同步开展
评审遥 在承诺时限内向业主单
位出具审批结果袁 涉及其他部
门的袁 由市行政审批局通知相
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尧反
馈遥 实行施工图联合审查遥由项
目业主在赣州市中介超市平台
自主选取综合审查中介机构袁
选取结果告知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报建中心袁 报建中心将现
有的施工图设计审查尧 消防审
查尧人防审查尧绿建审查等集中
交由该综合审查中介机构开展
并跟踪审查进度袁 相关职能部
门对审查结果予以互认遥 加快
项目招投标遥 实行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事项野一次性冶核准遥项目
取得立项批复后袁 经业主单位
申请袁 市行政审批局对项目的
勘察尧设计尧施工尧监理和货物采
购等招标范围尧招标组织形式尧
招标方式及不采用招标方式进
行一次性核准遥 简化施工许可
证办理遥 推行容缺后补尧告知承
诺审批袁对新建扩建项目尧现状
改建项目袁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可作为施工许可证核发容缺后补事项遥
此外袁我市将规范中介服务袁除按规定须

进行政府采购或通过招标方式选取中介机构
的项目外袁需要设计方案尧可研编制尧评审等中
介服务的项目袁业主单位可根据叶瑞金市中介
服务机构选取与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要求野一次
性冶 选取中介服务机构遥 同时袁对中介服务实
行限时服务遥可研报告尧设计方案尧初步设计方
案及概算尧环评报告尧能评报告尧施工图设计尧
预算编制等需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编制报告
的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曰 各审批部门审批时限
原则上不超过 5 个工作日曰涉及重大尧特大项
目及技术复杂项目袁时限可适当延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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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3 月 23 日袁 江西南青基金联合红
都义工向我市环卫工人捐赠口罩 1000
个袁消毒液 100 瓶遥 记者刘芬

绎近日袁 深圳狮子会善德服务队在
去年捐赠 16 万元为武阳镇龙江小学尧罗
石小学建设图书馆尧 多媒体教室的基础
上袁 又通过顺丰快递把 2000 只医用口罩
捐给上述两所学校袁 助力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遥 陈群杰

绎为加大执法震慑力度袁 有效遏制
酒驾尧醉驾多发势头袁严防恶性交通事故
的发生袁3 月 20 日至 22 日袁 市公安局交
管大队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周末夜查
统一行动袁严查酒驾尧醉驾尧无证驾驶尧超
员超载尧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遥
行动期间袁全市共查获酒驾 52 起袁其他交
通违法行为 200 余起遥 记者刘芬

简 讯

3 月 24 日袁叶
坪乡山 岐 村村
民黄小 泉 在大
棚采摘茄子遥 前
些年袁黄小泉家
因病致贫袁生活
艰难袁在政府帮
扶和自 己 努力
下袁黄小泉学会
了大棚 蔬 菜种
植技术袁通过种
菜成功脱贫遥 脱
贫后的 黄 小泉
与他人 合 作扩
大种植面积袁吸
纳了 8 名 本 村
村民到 基 地务
工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3 月 20 日袁冈
面乡林管站工作
人员来到店背村
贫困户罗秀明家
领取土鸭遥受疫情
影响袁罗秀明饲养
的 300 多 只 土 鸭
滞销袁为巩固贫困
户脱贫成果袁该乡
与挂点单位林业
局发挥单位工会
组织作用袁通过消
费扶贫帮助贫困
户渡过难关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春暖花开时节也是脐橙园里
忙活的时候遥 3 月 19 日袁黄柏乡龙
湖村贫困户邓长生来到自家门前
的脐橙园袁忙着为果树剪枝遥 据统
计袁2019 年袁龙湖村全村脐橙种植
面积为 3200 余亩袁实现产值 2100
余万元遥 脐橙产业已然成为该村
的支柱产业袁 有力地带动了贫困
户脱贫致富遥

邓长生家里有 11 口人袁 两个
儿子渊聋哑人冤都已结婚生小孩遥他
向记者介绍袁自己多年前就种植了
脐橙袁起初种植规模小袁产量不高遥
后来袁在乡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
关心和帮助下袁一方面学习到了不
少种植技术袁 提高了脐橙的品质袁
一方面扩大了种植规模遥现在他种
植的脐橙有 700 棵左右袁已挂果的
约为 400 棵遥

野去年我卖脐橙的收入有 11 万
多元袁各种成本是 3 万多元袁还赚了
8 万元遥 冶提及去年种脐橙的收入袁
邓长生乐呵呵地说遥看得出来袁对于
种脐橙的效益袁 他十分满意遥 据了

解袁早在 2016 年袁他家就顺利脱贫
了袁并于 2017 年在城区买了房子遥

野我们家人口多袁一套新房还
是不够袁 今后我们的目标是再增
加一些收入袁再买一套新房袁让日
子越过越好遥 冶对于今后的打算袁
邓长生思路十分清晰遥

提到龙湖村的脐橙产业发
展袁就不能不提一个人袁这个人就
是村支部书记邓主平遥 早在 2009
年袁 他就开发种植了 200 余亩脐
橙遥 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袁他坚信脐
橙种植可以致富袁 开始向村里其
他村民推广介绍遥 刚开始时只有
很少的一部分人愿意种植袁 后来袁
看见他的果园收益确实可观袁很
多人就跟着种了遥

随着脐橙种植规模的不断扩
大袁 邓主平带领种植户成立了瑞
金市主平果业专业合作社袁 并成
功注册了脐橙基
地 商 标 要要要邓 主
平牌精品脐橙遥 邓
主平牌精品脐橙

基地主要种植纽荷尔脐橙袁 所产
脐橙果大形正尧色泽鲜艳尧肉质脆
嫩袁可食率达 74%袁深受消费者喜
欢遥

栽下野黄金果 冶袁摘掉 野贫困
帽冶遥 龙湖村贫困户通过种植脐橙
相继脱贫遥 龙湖村共有贫困户 54
户 225 人袁 在 2017 年底实现脱贫
摘帽袁退出野十三五冶贫困村遥 通过
前期摸排袁全村目前共有边缘户 2
户 5 人袁 无脱贫监测户和未脱贫
户遥 针对 2 户边缘户袁该村制定了
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袁防止其返贫遥

野现在我们全村已经脱贫袁今
后我们还要在继续提高村民收入
上下功夫袁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袁同
时美化我们的村庄袁 保护生态环
境袁 让龙湖村成为一个宜业宜居
宜游的地方遥 冶谈到未来的规划袁
邓主平信心满满遥

栽下“黄金果”摘掉“贫困帽”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巩固脱贫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