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8 月 7 日袁 记者走进叶坪乡
叶坪村下石小组袁只见几十块微
小的菜园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该
村村道袁野小 V 菜园大美乡村冶尧
野我的菜园我当家冶 等宣传牌矗
立在菜园旁边袁成为村里一道亮
丽风景线遥

在创建小 V 菜园工作中袁叶
坪乡党委政府以人居环境整治
为着力点袁围绕野村强民富尧景美
人和冶目标袁创新工作思路袁用好
野拆尧整尧管尧变冶四字诀袁充分利
用拆除掉的空心房尧土坯房等土
地资源袁 让废弃之地变菜田袁打
造出一块块野小 V 菜园冶遥

野拆冶字诀
野这片小 V 菜园在建成之

前是一片废弃之地袁 杂草长得
比我人还高袁 周围全部都是空
心房尧倒掉的土坯房袁残垣断壁
十分不美观袁猪牛栏到处都是袁
臭气熏天遥 冶叶坪乡副乡长段亚
梅告诉记者袁 为了全面提升村
容村貌袁 打造宜居秀美的农村
生态环境袁该乡针对空心房野拆
难冶问题袁首先在动员群众上下
功夫袁 通过理事会尧 村干部会
议尧 户主会尧 夜谈会等多种形
式袁统一思想认识袁把拆除空心
房尧猪牛栏尧厕所作为整治的突

破口曰 其次在拆除方式上下功
夫袁创新野预征收冶模式袁做好房
屋征收与空心房拆除两手准备袁
对拟拆除空心房尧猪牛栏厕所进
行测绘登记备案袁并对所有人进
行集中动员遥 截至目前袁全乡共
拆除猪牛栏 56 间 1058.06 平方
米袁空心房 16 间 781.18 平方米袁
小组内空心房尧猪牛栏厕所均全
部拆除到位遥

野整冶字诀
野既美化了庭院袁又有菜吃袁

我们都争着想去小 V 菜园种菜
呢遥 冶村民杨小娇一边干活一边
指着眼前的小 V 菜园说袁感谢政
府有这么好的政策袁在小 V 菜园
种菜感觉很快乐幸福遥

为解决村容村貌 野脏尧 乱尧
差冶的问题袁该乡规划先行袁科学
规划家禽圈养区尧 柴草堆放区尧
休闲娱乐区等袁 实现人畜分离袁
柴草分区堆放袁 从源头上解决
野脏尧乱尧差冶问题曰整合资源袁争
取上级支持袁整合扶贫尧农业农
村尧水利尧体育等各方面项目资
源袁以项目打包的形式对整治内
容的全覆盖袁对人居环境野八乱冶
现象进行精准整治曰 因地制宜袁
坚持不搞大拆大建袁坚持恢复原
貌原味袁 整治让村庄换新颜袁也

让村庄留住了乡愁遥

野管冶字诀
野我们探索形成了政府引

导尧群众为主尧社会参与的村庄
长效管护机制遥 冶段亚梅说袁乡里
重点围绕整治内容袁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袁对水沟尧水塘尧水圳尧道
路等进行整治袁成立人居环境整
治理事会袁村民成为村庄管理的
主人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遥 同时创新 野小 V冶系
列袁 把这些硬件设施建好后袁菜
园就交给村民们自己管理遥 创建
的小 V 菜园尧小 V 鸡舍袁村民一
度野疯抢冶遥

野变冶字诀
村庄变美吸引了人才的回

流袁很多在外务工的村民看到家
乡的变化袁纷纷表示愿意回来创
业尧发展曰村庄变美了袁新的业态
也在萌芽迸发袁一些村庄的劣势
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袁如臭水塘的
水变清了袁村民养上了野黄金冶草
鱼袁 既可高价贩卖到市场上袁也
可发展休闲垂钓尧农家乐遥 村庄
变美了袁补齐了水利尧交通等基
础设施短板袁大棚蔬菜尧水稻等
农业产业的发展环境更好了袁人
们的小康生活前景更加美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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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9 月 10 日上午袁
2020 年度退役军人电子
商务技能培训班开班袁
来自全市 17 个乡镇和
城市社区的 2020 年退役
士兵共计 80 余人参加
培训遥 图为培训现场遥

刘瑞青
本报记者刘俊良摄

阴本报记者刘芬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袁我市广大干群付出了汗水袁创

造了辉煌遥2018 年 7 月袁瑞金以零漏评尧零错退尧综合贫困
发生率 0.91%尧 群众认可度 99.38%的优异成绩实现脱贫
摘帽袁成为赣南革命老区首个实现脱贫摘帽的县市袁2018
年还被评为中国十佳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示范县市遥 瑞
金脱贫攻坚战能打得如此漂亮袁 与市扶贫办公室主任曾
能贵这位野参谋长冶是分不开的遥这些年来袁他联系群众讲
野真情冶袁基层调研看野实情冶袁解决问题求野高效冶袁勤勉尽
职尧善谋实干袁为市委尧市政府决策提供了许多具有独创
性的攻坚方案遥曾能贵在精准扶贫的大考中敢于担当尧勇
于冲锋的表现袁为全市扶贫干部树起标杆遥

2012 年袁曾能贵从乡镇调任市扶贫办主任遥他以高度
负责的责任感和踏实的作风袁开拓进取尧率先垂范袁全身
心奋战在扶贫一线遥2012 年 6 月底开始袁他来到日东乡贡
潭村花生坪小组结对帮扶遥针对该小组的贫困落后现状袁
他白天上门摸实情袁晚上灯下想事情袁很快找到了该小组
帮扶脱贫的突破口遥经过他的精心谋划和运作袁仅短短八
个月时间袁村里不仅完善了桥梁尧道路等基础设施袁产业
发展尧村庄改造也成了全市的亮点遥 几年来袁贫困村里有
他匆匆的脚步袁精准扶贫培训班上有他生动讲授的风采袁
扶贫项目工地上有他忙碌的身影噎噎扶贫事业的点点滴
滴倾注了他的满腔热情遥

2015 年袁我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袁曾能贵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袁起草叶瑞金市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实
施意见曳袁创造性地推行野精准识别要要要一室尧一厨尧一袋尧
一牌尧一卡耶五个一爷冶袁野精准管理要要要一套组织机制尧一
套结对机制尧一套帮扶机制尧一套监督机制尧一套奖惩机
制耶五个一爷冶工作法为全省独创曰因地制宜科学提出以扶
贫方式尧扶贫对象尧扶贫目标等为主要内容的野三个加强尧
四个瞄准尧五个一批尧六个精准冶的工作思路袁解决了野扶
持谁冶的问题曰在 2016 年提出野扶持谁尧谁来扶尧怎么扶冶
的工作构想袁解决了野怎么扶冶的问题曰2017 年又提出野设
施齐尧村庄美尧产业兴尧有保障尧可持续冶的工作框架袁解决
了野如何退冶的问题曰2019 年袁曾能贵提出了野兴产业尧促就
业尧补短板尧强支撑尧保长效冶的思路袁确保了巩固提升工
作的扎实推进遥这些富有首创性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袁强化
了瑞金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袁被江西省扶贫办评价为野便
于管理尧实在管用冶的野瑞金模式冶袁并在全省推广遥精准管
理野五个一冶尧安居扶贫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建设保障房等
经验做法袁在全省推广遥 2017 年 5 月袁全国产业扶贫现场
会在瑞金召开袁我市产业扶贫野五个一冶模式在会上作了
经验介绍遥打造了野廖奶奶咸鸭蛋冶野好客山里郎蜂蜜冶野武
夷源茶叶冶等一批知名电商品牌遥 野廖奶奶咸鸭蛋冶创始人
廖秀英荣获 2016 年度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袁果农邓大庆
荣获 2017 年江西省脱贫攻坚奋进奖袁以野廖奶奶咸鸭蛋冶
为代表的瑞金咸鸭蛋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遥 2016
年 10 月袁曾能贵本人亦被授予野全国扶贫系统先进工作
者冶荣誉称号遥

善谋实干的“参谋长”
要要要记全国扶贫系统先进工作者尧市扶贫办公室主任曾能贵

渊上接第 1 版冤统筹安排思政课和其他学科的课程设置袁配齐建强思政
课专职教师队伍曰学校党组织书记尧校长要带头走进思政课堂袁带头推
动思政课建设袁带头为学生上思政课曰广大思政课教师既要当好传播
知识尧思想尧真理的野经师冶袁更要当好塑造灵魂尧生命尧新人的野人师冶袁
真正做到以文化人尧以德育人袁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尧政治觉悟尧道
德品质和文化素养遥

500 多名师生代表聆听了报告袁精彩的辅导报告内容丰富尧视野开
阔尧思想深刻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袁引起了青年学子们的热烈反响遥

绎为打造干净尧整洁的人居环境袁9 月 8要9 日袁32 网
格牵头单位市城投集团组织 20 余名志愿者对 野脏乱差冶
环境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袁共清理菜地 200 余平米袁装运
废弃泥土十余车遥 章薇 杨强 记者刘芬

绎为重温抗战历史袁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袁9 月
10 日下午袁城市社区红都大道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前
往映山红影院观看了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叶八佰曳遥 观影
结束后袁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袁 要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
活袁牢记党的宗旨袁坚定理想信念袁立足岗位尧脚踏实地为
国家尧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杨慧 记者郑薇

描绘美丽乡村新画卷
要要要叶坪乡野小 v 菜园冶建设记

阴本报记者崔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