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家柚是广丰的特色农业“ 金果”，果质优、产

量高、市场广、品牌响，深受市场欢迎。近年来，广丰

区把规模种植马家柚作为产业扶贫的“ 龙头工程”，

走出了一条贫困户参与高、产业竞争力强、增收可

持续的特色产业扶贫之路。

“务工、技术、分红”三重利，实惠让群众看得见

“ 户种一棵柚，自己吃柚不用愁；户种三棵柚，送

亲送友都管够；户种三亩柚，脱贫致富有奔头。 ”说

起种植马家柚的好，广丰排山牌门村松华农业合作

社负责人林华如数家珍。 在林华的带动下，牌门村

全村

694

户有

570

多户都种植果柚， 种植面积达

2200

多亩。

2018

年，全村产柚

200

万余斤，产值上

千万。

林华介绍，马家柚产业规模推广，对贫困户有

三重红利：一是劳动力红利。马家柚从种植、管理乃

至采摘销售，都需要人力，有劳动技能的贫困户可

以灵活就业。

2018

年，他自己

400

多亩的果园累计

用工

1000

余个，仅劳务费就支付

10

多万元；二是

技术红利。贫困户在务工的同时还能学到果柚管理

技术，拥有一技之长，延长产业扶贫效应；三是股份

红利。 部分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可以用土地、资金

等资源入股农业合作社，采用保底分红形式，增强

“ 造血功能”。

“ 务工

+

技术

+

分红”让贫困户的口袋切切实实

鼓起来。 罗来恭便是受益者之一。 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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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

早些年妻子离家，留下三个孩子让他独自拉扯。 罗

来恭守着几分薄田刨生活， 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

穷。

2015

年，林华找到他，请他到村里的产业基地

去务工。 一边做，一边学，罗来恭很快就成了“ 土专

家”，种植果柚、培育幼苗，样样都干得有模有样，自

己也搞起马家柚种植。

2017

年，年底一算账：务工

收入

8000

多元、卖柚收入

1

万多元、加上售卖育苗

钱，一共有

3

万多元，罗来恭终于摘掉了“ 贫困帽”。

“帮种、帮管、帮销售”三兜底，激活致富源动力

说起技术服务团队的给力，东阳乡管村村民管

明文赞不绝口。

2015

年，一场罕见的冰冻雨雪让他

傻了眼： 眼瞅着自己一大半进入挂果期的

30

亩种

植林，大部分果树将冻死，几年心血将打水漂。在这

节骨眼上，技术人员及时跟进，对受冻的马家柚果

木进行修复和嫁接，

85%

的果木复活。 现在，他的果

园基地已拓展到

80

多亩，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带动

村里的贫困户一起种植马家柚，迈上脱贫致富路。

“ 我们依靠三支技术队伍， 构建完善的服务体

系，解决群众管理技术不过关的难题。 ”区扶贫办负

责人介绍，一支是专家型队伍，在田间地头开展技

能提升培训，把培训送到群众家门口；一支是“ 指

尖”技术指导队，利用微信平台，成立马家柚技术交

流群，不仅定期推送技术管理的科普资料，及时在

线解答群众种植技术困惑，还适时发布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为产业发展“ 保驾护航”；另一支是以产业

大户、种植致富带头人等“ 土专家”为骨干的

32

支

马家柚服务小分队，现场指导、现场答惑。

与此同时，该区还在苗木种植、果品销售等环

节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苗木分配全覆盖。“ 财政出大头、帮扶干部

按比例分担、社会力量爱心认购”三种模式并举，按

所有贫困人口每人不少于

3

棵、 每户

10

棵以上的

产业扶贫目标，统一购置胸径达

3.0

公分以上的柚

苗免费发放给贫困户，推行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共种

“ 致富树”活动，从源头上种活、管好；

———合力营销民无忧。 入股农业合作社“ 搭车

销售”、帮扶干部“ 站台销售”、社会爱心团队“ 合力

销售”、电商线上发力……每年丰收季，广丰区把政

府力量、干部人脉、社会资源调动起来，拧成一股

绳，线上线下齐发力，奏响营销“ 大合唱”。铜钹山干

部南下北上，站台吆喝，把马家柚品牌传得更远、叫

得更响；排山镇驻杭州流动党支部一次性收购贫困

户马家柚

10000

多斤……

种下致富树，结出脱贫致富“ 柚”人“ 钱”景。 截

至目前，广丰区已累计为贫困户种植马家柚

95640

株，折合种植面积

2400

余亩，实现贫困户马家柚产

业扶贫全覆盖。

（ 徐卫清）

广丰产业扶贫绘就“ 柚”人“ 钱”景

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乡 村 振 兴 不 能 忽 略 “ 关 键 小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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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重点规

划和文件不断出台，重大行动和工程

接连落地。 不过，在推进过程中，如果

在“关键小事”上失误，就会影响振兴

大业的整体成色。 当前，我国正处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历史交汇期，应以“关键小事”为牵

引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

近日，有两件涉农“小事”引起有

关部委重视，并推动解决。 一是财政

部启动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

策，二是农业农村部实施农民手机应

用技能培训。 笔者认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不仅要有蓝图规划和顶层设

计，更要把“关键小事”作为乡村振兴

的大事来抓，解决乡村小事、办好民生

实事，从而增加农民获得感，实现农民

的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重点规

划和文件不断出台， 重大行动和工程

接连落地。 不过，在推进过程中，如果

在“关键小事”上失误，就会影响振兴

大业的整体成色。长期以来，不少地方

片面追求乡村产业、 农民收入等 “显

绩”，对乡风文明、治理有序等“潜绩”

关注不够。 一些地方“钱多盖房子，钱

少刷房子，没钱立牌子”，但对投入大、

见效慢的“关键小事”不够热心。 过于

追求物的现代化，忽视人的现代化，成

为不少地方农村工作的短板。

产业发展、 生活富裕自然是 “三

农”发展的核心目标，基础设施建设也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但这些并非

全部。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也是一项

系统工程。小厕所，大民生；小手机，新

“农具”。 农村厕所革命和农民手机应

用就是这类“关键小事”，不可等闲视

之。 三农无小事，处处有关键。 类似的

事还有不少，比如留守儿童教育、村级

小微权力、四好农村路等。

农民获得感是“三农”工作的试金

石。 “关键小事”涉及的恰恰是农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乡

村振兴，要处理好大事和小事的关系，

把握好软件和硬件的平衡。 只有不断

把“关键小事”从农村工作价值排序上

真正重视起来、优先安排，农民群众才

能切实感受到身边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关键小事”折射农村关键领域的

痛点。 一个例子是人情礼金与农村社

会治理。前者虽“小”，却关乎农村社会

的和谐，是后者的痛点所在。 如今，一

些农村地区不良风气盛行， 天价彩礼

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礼金让人

“还不起”，农村人情开支越来越大。乡

村要有人情味，但不能背人情债。借助

农村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的力量，让

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 是解决途

径。 如此，抓住了这类“关键小事”，往

往也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关键小事”推动农村关键改革进

程。 一个例子是征地补偿与农地制度

改革。 前者虽“小”，却关乎农民的生

计，是后者的焦点。近日通过的土地管

理法修正案明确了土地征收补偿要保

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 此前是以土地征收

的原用途来确定土地补偿， 用年产值

倍数法来确定具体金额。 法律的修订

完善离不开试点地区农民一个个案

例。 如此，每一项重大决策的背后，都

能找到对应的民生小事现实期盼。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当前，我国正

处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历史交汇期。 应以“关键小事”

为牵引， 用更大的决心、 更有力的举

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

（ 乔金亮）

严 查 月 饼 市 场

9

月

2

日起 ，信

州区市场监管局在辖

区开展月饼市场专项

检查行动， 进一步整

顿和规范市中心城区

中秋月饼市场经营秩

序， 确保广大市民过

一个安定和谐的中秋

佳节。

记者 杨津玉 摄

德兴慈善助学金情暖 49 名贫困大学生

玉 山

多方发力推动科技创新

万年讯 日前，万年县齐埠

乡

11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接受

岗前培训后， 走上了各自的工

作岗位。

今年以来， 齐埠乡开发了

乡村卫生保洁、防火巡逻、道路

维护等扶贫专岗， 重点安置了

11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

有效地调动他们就业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该乡还有针对性地

对

11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岗前培训， 让他们拥有一技之

长，脱贫有“ 术”，从而实现“ 学

一门技能，找一份工作，带全家

致富”的目标。

（ 董小兰 陈风华）

信 息 快 递

玉山讯 近年来 ， 玉山县

不断加大投入、 加强引导， 切

实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推

动企业步入依靠创新求发展的

快车道。

该县加大力度招揽人才，

主动出击 ， 广泛寻求高等院

校、 科研院所进行政产学研合

作。 该县制定并出台了 《 玉山

县引进高层次人才办法》 ， 从

多方面提供为人才引进的良好

条件， 并利用“ 博士县” 的优

势， 设立了京津冀玉山籍博士

服务中心、 上海玉山籍博士服

务中心和广东省玉山籍博士服

务中心， 开设了博士讲坛。 县

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外出

洽谈联系合作事宜， 相关部门

牵线搭桥， 企业参与产学研合

作的认识也在不断提升， 力度

不断加大。

该县还坚持不懈抓专利，

对专利申请实行后补助， 并且

设立专利奖， 进一步明确了专

利发展目标， 积极鼓励引导专

利过

50

件的企业创新， 在项

目资金上给予支持。 积极开展

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产权培

训， 加大执法检查和宣传， 营

造重视发展知识产权的好氛

围。 越来越多的企业体会到了

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 也

提升了工作成效。 江西众光照

明依据室外

LED

模具平台全

年共申请专利

54

件， 专利授

权

23

件， 发明授权

1

个； 致

远环保公司的一项专利荣获了

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上饶市

首届专利奖； 辉华防雨公司的

一项发明成果获得了上饶市科

学技术奖。

（ 张和清）

德兴讯

8

月

30

日下午 ，

德兴市举行“ 情系学子、慈善助

学” 助学金发放仪式， 为该市

49

名贫困学子发放慈善助学

金

15.3

万元。

为帮助寒门学子圆梦大

学，今年

8

月，德兴市民政局开

展

2019

年“ 情系学子、慈善助

学” 活动， 资助对象为德兴籍

2019

年普通高校录取的二本

以上新生。 资助标准为孤儿每

人

5000

元， 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残疾困难户每人

4000

元， 低保边缘户每人

3000

元。

经本人申请、乡镇（ 街道）审核、

民政局审批，共确定资助

2019

年大学新生

49

名，其中建档立

卡户、 低保户、 残疾人家庭

6

人，低保边缘户

43

人。

（ 张星）

齐埠 115 名贫困人员走上扶贫专岗

编者按：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铸

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从今天起，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 《壮丽

70

年·奋

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以图文

等报道形式， 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新中国走过的

70

年非凡历程，重温一个

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呈现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推出第一篇《新中

国诞生》。

1949

年

9

月

30

日， 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

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

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

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下午

2

时，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

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

3

时，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

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

中， 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广场上，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

28

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

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

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刚刚组建的人民

空军的

14

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

3

个小时， 结束时天色已晚， 长安街上华灯齐

放，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10

月

1

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中华民族发展

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新

中

国

诞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