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提高安全生产
整体水平
叶瑞金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曳印发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近日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
叶瑞金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曳渊以下简称
叶方案曳冤袁明确了总体要求尧主要任务尧整治步骤尧保障措施
等遥

叶方案曳提出袁我市将全力推动安全生产整体水平明显
提高袁切实减少一般事故袁有效控制较大事故袁坚决根绝重
特大事故袁为实现野作示范尧勇争先冶目标定位和野五个推
进冶更高要求袁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
的安全保障遥 根据叶方案曳要求袁我市将分两个专题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和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冤 和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尧矿
山安全整治等 11 个行业领域深入推动实施遥 整治分动员
部署尧排查整治尧集中攻坚尧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遥 叶方
案曳还对强化组织领导尧保障能力尧检查执法和考核问责作
出规定遥

姻2020年 6 月 19日 星期五 姻一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陈盛昌 姻二版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袁南军要 闻02

6 月 16 日袁 城北滨江大道项目正在铺
设水稳层袁 下一步将浇筑混泥土面层遥 目
前袁因项目施工需要袁6 月 15 日起袁新院大
桥往海洋馆方向双向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
通行遥 本报记者邓雪萍摄

6 月 18 日上午袁工人们正在华鑫新材料项目施
工现场为 2 号厂房基础建设做准备工作遥 瑞金华鑫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经开区长征大道行政
审批局对面袁 占地 82.46 亩袁 总建筑面积 5546 平方
米遥 目前已完成 7 号厂房立钢构尧1 号厂房基础建
设尧2 号厂房立柱锚建设袁预计将于 7 月份投产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本报讯 渊温中申 记者刘
俊良冤 绵延的青山一望无际袁
在一处小山坡上袁一片片太阳
能发电板整齐排列袁在朗朗晴
空下尽情地吮吸着阳光噎噎
乡干部告诉记者袁这里是丁陂
乡丁陂村的 12.75 兆瓦地面
光伏电站袁它每年可以给丁陂
村带来村集体经济收入 20 多
万元遥

在丁陂乡袁每个村都建有
这样的光伏电站遥 然而袁在
2017 年以前袁 这里却是另外
一番景象遥

丁陂乡作为我市最偏远
的山区乡镇之一袁产业基础相
对薄弱袁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遥
2017 年以前袁乡里有规模有特
色的产业很少袁全乡居民基本
上以外出务工为主袁辖区 6 个
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很少袁
远达不到 5 万元以上的标准遥

村集体经济是村里公共
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遥如何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袁引领村民
脱贫致富袁是摆在当时乡村干
部面前的一道难题遥

2017 年袁 我市大力实施
光伏扶贫袁出台了系列光伏产
业扶持政策遥丁陂乡地形多为
低山丘陵袁 常年日照充足袁非
常适合发展光伏产业遥 为此袁
乡党委政府决定把发展光伏
产业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
要抓手袁动员全乡上下投入到
光伏产业发展中来遥

为了让光伏产业尽快落
地生效袁更好地造福当地百姓袁
该乡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争取
资金尧项目袁另一方面袁组织乡
村两级干部分头做好土地流
转等前期工作遥 一开始袁村民
担心光伏发电有辐射袁有的甚
至迷信风水袁不愿意将土地流
转出来袁产业发展遇到很大的
阻力遥 然而袁阻力并没有把干
部难倒袁他们反而迎难而上袁组
建了 10 个攻坚组袁每天上户做

工作袁签订山地流转协议袁为他
们答疑解惑遥 经过全体乡村干
部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袁2017
年 6 月袁 该乡光伏电站全部建
成尧并网发电袁实现了光伏产业
全覆盖遥

如今袁在光伏产业的带动
引领下袁丁陂乡所辖 6 个村的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袁从
少到多袁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遥
其中袁位于丁陂村的地面光伏
电站装机容量达 12.75 兆瓦袁
每年给水溪村带来集体经济
收入 3.7 万元袁给丁陂村带来
集体经济收入达 24 万元袁给
乡级财政增加收入 23 万元遥
同时袁水溪村尧山溪村尧山龙
村尧 山潭村等四个村发展了
100 千瓦屋顶光伏产业袁每个
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遥 此外袁光伏产业
还让全乡 298 户贫困户受益袁
仅 2019 年光伏分红就达 89.4
万元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新
风劲吹梅江畔袁志愿服务惠万
家遥 6 月 17 日袁瑞林镇瑞红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旌旗猎
猎尧人声鼎沸袁该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野 保护梅江河尧文明志
愿服务日冶启动仪式在这里隆
重举行袁7 支专业志愿服务队
接过鲜亮队旗昂首出发袁用形
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志愿活
动袁服务寻常百姓家袁共创文
明新瑞林遥

近年来袁瑞林镇深入推进
志愿服务活动规范化尧常态化
开展袁 志愿服务队伍逐渐壮
大袁志愿服务工作成效不断突
显遥全镇志愿者发扬野主人翁冶
精神袁 服务全镇工作大局袁在
扶贫济困尧文明创建尧环境保
护尧应急救援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志愿服务工
作袁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誉和
上级的肯定遥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袁全镇志愿者发
扬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精神袁
连续奋战在防疫一线袁为瑞林
人民筑起了一道防疫安全线袁
为全镇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作出了突出贡献袁 鲜艳的
野志愿红冶 给瑞林带来无限生
机和活力遥

当前袁该镇正深入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和
创建野卫生乡镇冶袁整合资源尧
发挥特长袁 成立平安瑞林尧文
艺文化尧农技知识传授尧移风
易俗尧政策理论宣讲尧扶贫济
困尧卫生健康等镇级专业志愿
服务队袁各村成立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服务队袁 进一步弘扬

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
愿精神袁蓬勃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遥

仪式上袁各专业志愿队纷
纷表示袁 接过队旗就是接过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遥这份责任袁是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勇气袁 是助
人为乐的一颗爱心袁 是帮助弱
势群体的一次行动袁 是热心公
益事业的一次义举袁 更是展现
瑞林新形象的一种姿态遥 因志
而行袁因愿而动遥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征途中袁 每个人都是主
角袁只要我们付出了努力袁奉献
了爱心袁 一定能够换来社会文
明的进步袁 瑞林的明天一定会
更加美好遥 仪式结束后袁7 支专
业志愿服务队和瑞红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服务队奔赴村庄尧田
野尧河畔开展了各自活动遥

瑞林院
文明志愿服务活力迸发

丁陂院
光伏产业助民脱贫致富

我市将举办“脱贫·印记”
作品巡回展示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记者获悉袁为充分展示我市干部
群众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留下的精彩画面和脱贫攻坚给我
市乡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袁从本月下旬开始袁我市将举
办野脱贫窑印记冶作品巡回展示活动遥

据了解袁 本次巡回展示活动由市精准扶贫攻坚战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袁 展出的内容
包括摄影类尧绘画类尧书法类和微视频类共四大类袁展出时
间将从 6 月 22 日一直持续到 7 月 9 日袁展出安排为城区博
物馆红旗广场尧红都广场各一天以及每个乡镇展出一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