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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模范学习 与榜样同行

他从打工仔成长为鞋厂老板袁从工业转行到
农业袁从种植三红蜜柚野门外汉冶到农业专业合作
社的野掌门人冶遥 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袁勇于向
贫穷挑战袁走出了一条产业化尧规模化尧生态化的
合作共赢农业发展之路袁探索实践以野产业带动
为主轴袁扶志扶智相结合冶扶贫路径和野入股分
红尧安排就业尧科技帮扶冶的扶贫方式袁为减贫尧脱
贫事业提供了解决方案袁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他就
是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优秀代表要要要赣
州市劳动模范尧瑞金市红都三红蜜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许水庆遥

重拾身份当农民

2009 年袁 在外创业小有成就的许水庆响应
政府返乡创业号召袁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经营多年
的鞋厂整体迁回家乡遥他不仅为众乡亲提供了上
百就业岗位袁还积极参与济贫解困袁回报社会袁累
计爱心捐助 16 万多元遥

在实践中袁他常想院授人于鱼袁不如授人以
渔遥 于是他又思考如何提高村民创业就业能力袁
提升内生动力富起来遥 2011 年初袁他经过反复思
考袁多方考察袁带领 18 户农民试种新品种三红蜜
柚 200 亩遥为了断绝后路袁转让了鞋厂袁专心当起
了农民遥 转行之初袁不仅家人反对袁朋友也不理
解遥 他暗下决心袁绝地反击袁孤身一人前往广东尧
福建等地拜师学艺袁 参观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袁还买来大量书籍袁着力解决自己一无种植技
术袁二无管理经验的问题遥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
地实践袁很快掌握了三红蜜柚种植技术袁找到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遥 2014 年初袁他召集
18 户农户商议成立合作社袁 制订了合作社章程
草案袁推举合作社理事会成员遥同年 3 月袁召开全
体社员会议成立了瑞金市红都三红蜜柚专业合
作社袁当选理事长至今遥

呕心沥血带民富

许水庆坚持问题导向袁严格依章治会袁建立
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袁实现了合作社经营管理
规范化尧民主化袁促进了合作社发展壮大遥 近年
来袁通过盘活资产袁优化经营路径袁合作社营利能
力进一步提高袁扩大再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遥 在
有关部门支持下袁累计投入资金 370 万元袁新建
面积 6200 平方米储藏库 1 个曰 新修水泥公路 4
公里曰推广节水灌溉面积 700 亩曰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900 亩曰合作社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遥 他
还整合现有资源袁 改造了面积 1560 平方米的农
民培训中心和农业技术普及推广站曰与江西农业
大学尧福建农林大学尧赣州柑橘研究所等科研院
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袁 聘请 12 名专家教授为
合作社技术顾问曰建立上门入户技术帮扶小分队
17 个计 50 人袁覆盖全市 17 个乡镇袁定期上门入
园指导遥

如今袁合作社实行野统一科技培训尧统一生产
标准尧统一农资配送尧统一产品销售冶的生产模
式袁进行标准化生产袁严格质量管理袁2016 年获
得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遥 如今袁合作社已
由最初单纯种植联合体发展成为融培训尧生
产尧加工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经营主体袁
社员由最初 18 户发展到 116 户袁 种植面积由
200 亩发展到 2700 亩 袁 社员人均纯收入 达
20000 余元遥

在许水庆带领下袁合作社先后获得国家农业
农村工作部尧江西省尧赣州市野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冶荣誉称号遥

2 月 4 日袁市妇联组织全体结对干部前往叶坪乡石园村开展春节慰问走访活动袁向 34 户贫
困户送去油米等慰问物资袁捎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遥 走访中袁妇联干部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
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袁加大帮扶力度袁提高群众满意度遥 钟鹃徽 本报记者邹婷摄

情洒故乡为脱贫
要要要记赣州市劳动模范尧瑞金市红都三红蜜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水庆

渊上接第 1版冤党管武装工作要紧紧
扭住举旗铸魂这个根本袁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袁 坚定不移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袁 坚决落实党
管武装原则制度袁 并牢牢把握党管
武装正确政治方向袁 确保全市党管
武装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不断前进遥

要要要要聚焦主责主业袁 抓紧抓
实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遥 面对当
前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袁 我们要坚
决履行管武兴武责任袁 聚焦主责主

业袁 抓实抓好练兵备战和国防动员
体系建设袁要持续深化备战打仗尧推
进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尧 建强民
兵后备力量尧提高国防动员能力袁全
面提升国防动员准备实战能力遥

要要要要弘扬优良传统袁 巩固发
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遥 瑞金是
八一建军节的诞生地袁 与军队有着
特殊而又深厚的感情遥 要不断推进
军民融合发展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袁
全面落实拥军优属政策袁 大力弘扬
爱国拥军的光荣传统袁 巩固发展军

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袁 推动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袁 续写新时代的军民鱼
水情袁 不断开创新时代全市党管武
装工作新局面袁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 100 周年遥

会上袁 汪兴福传达了赣州军分
区党委七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
神袁 总结了 2020 年党管武装工作,
并部署了今年党管武装工作曰 各乡
镇党委书记和行业渊系统冤武装部第
一部长作了大会述职或书面述职遥

全面提升国防动员实战能力

渊上接第一版冤规范贯彻执行党内各
项法规制度遥要围绕重点抓提升遥近
年来袁赣州市委组织部都会在年初
对标对表出台党建质量提升行动
清单袁各领域尧各党组织要按照清
单要求逐一制定好推进措施袁着力
破解基层党建工作中的难点问题袁
确保各项基础性尧重点性工作都能
推进到位尧落实到位袁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提质增效遥 要围绕问题抓整
改遥 坚持问题导向袁对会议指出的
问题和评议提出的意见建议袁要主
动认领尧对号入座袁切实解决到位遥
要高度重视党员发展工作袁严把党
员入口关袁新发展党员要向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高学历优秀年轻群体
倾斜遥要围绕创新抓品牌遥 近年来袁
通过质量提升行动和野三化冶建设袁
我市探索了一些经验做法袁得到了
中组尧省组和赣州市委组织部的认
可和肯定遥 对这些好的做法袁好经
验要进一步梳理尧总结尧推广袁形成

品牌效应遥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袁
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袁把党建品牌推
出去袁形成影响力遥

要要要要把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落到实处袁为野十四五冶开好局尧起好
步提供坚强保证遥 要紧紧围绕全市
工作大局抓基层党建袁 全面准确地
贯彻党把方向尧谋大局尧定政策尧促
改革的要求袁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袁 自觉把自己的工作尧 部门的工
作尧乡镇的工作放在野国之大者冶中
去思考袁 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尧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袁
踊跃投身到 野三大战略冶野五个作表
率冶野六大主攻方向冶等工作上来袁做
到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袁 党的领导
就覆盖到哪里袁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
到哪里遥

要要要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贯穿始终袁 形成抓好基层党建工
作的强大合力遥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
干部要认真落实 叶关于深化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意见曳袁聚焦
主责主业袁守好野主阵地冶袁种好野责
任田冶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遥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落实好抓党
建的第一责任袁当好党建工作野施工
队长冶袁带头研究部署袁带头解决问
题袁带头推动落实遥各班子成员要积
极履行野一岗双责冶袁主动分担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 抓好分管领域
的党建工作袁切实形成党委渊组冤统
一领导尧班子齐抓共管尧部门共同参
与的工作格局遥

许锐强调袁 要以一抓到底的决
心尧持之以恒的韧劲尧务实管用的举
措袁 不断开创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袁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证袁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遥

紧扣“三化”建设总抓手提升党建品牌影响力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