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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气排球联赛在婺源举

行，比赛吸引了全市

48

支队伍、

600

余人参赛。

近年来， 婺源紧紧围绕

“发展全域旅游，建设最

美乡村”目标，大力实施

“旅游

+

体育” 战略，每

年承办婺源国际马拉松

赛、全国门球赛、全国地

掷球赛、 全国气排球赛

等国内外赛事

40

余项。

江淦泉 单长华 摄影报

道

气排球联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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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搭建就业平台 助力脱贫攻坚

警 惕 非 法 集 资 “ 下 乡 ”

信 江 时 评

本报讯 邱薇 游国宏 记者孔臻报道：“ 在这干活

一个月能挣

1000

多元， 家里的事一样也不落下，为

我们贫困户解决了大问题。”信州区沙溪镇五里村的

姐妹来料加工扶贫车间一派繁忙， 正在作业的贫困

户汪利仙开心地告诉记者。这个扶贫车间有

40

余名

工人，其中

15

人是贫困户，不仅为当地妇女提供了

就业增收平台，也为贫困村民搭建了脱贫桥梁。

姐妹来料加工车间是信州区搭建就业平台，助

力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信州区扎实

推进就业扶贫工程，按照“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

标， 精准实施各项扶贫政策措施， 创建就业扶贫基

地，开辟就业扶贫车间，设立就业扶贫专岗等，帮助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助推脱贫攻坚目

标的实现。

多渠道发布就业信息。 该区加强区、 镇 （ 街） 、

村 （ 居） 三级就业信息共享联动， 按季及时收集、

梳理、 更新区内外各类企业缺工岗位信息， 利用

自媒体等渠道宣传发布， 让贫困群众知晓就业创

业帮扶政策， 了解就业信息。 仅今年上半年， 累

计发布各类岗位信息

12

万条次， 举办

10

期春风

行动就业援助招聘活动， 将各类工作岗位送到贫

困群众家门口。

广覆盖开展就业培训。 该区依托镇村基层就业

服务工作平台，一人一策、一户一策对贫困户劳动力

开展就业援助。 针对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培训愿望和

需求，衔接新的就业培训政策，就地就近在镇、街道

组织开办岗位人员安全生产、消防技能、农村实用技

术、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专题培训实训班，帮助贫

困户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 实现上岗就业。 截至目

前，全区

362

名专岗人员参加培训，累计发放生活费

补贴

8650

元。

多维度搭建就业平台。今年以来，该区以脱贫攻

坚中央巡视整改反馈意见整改为契机，该区动员、鼓

励、引导区属企业就地就近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居家

就业、灵活就业。 目前实际运行扶贫车间

25

家，其

中

6

个来料加工企业扶贫车间就吸纳

170

多名贫

困户劳动力就业。同时，该区鼓励金融、保险、教育、

医疗等用人单位为贫困家庭

16

—

24

周岁未就业大

中专毕业生提供职业见习岗位。 上半年，新认定

4

家就业见习基地，提供见习岗位

120

多个。此外，拨

付专岗补贴

91.98

万元 ，开发镇村清扫员 、山林护

林员、水库巡防员、治安协理员等公益性扶贫就业

专岗，解决了贫困户劳动力

698

人就业。

此外， 该区还鼓励贫困家庭就业困难人员自主

创业脱贫，为自主创业贫困户劳动力落实

5000

元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 凡通过创业带领贫困户劳动力就

业的创业人员， 给予创业贷款贴息支持。 今年以

来， 该区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

万元。

8

月

25

日， 在玉山

县通往三清山风景区的

玉紫公路十七都段，雨薇

生态采摘园的停车场里

停满了前来参加第二届

火龙果采摘节的游客。在

玉紫旅游公路升级改造

过程中，玉山专门在沿线

开辟了

4

个景观节点和

1

个公路服务区，雨薇生

态采摘园正是其中的一

个景观节点。

“ 政府帮我们搭建了

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的采

摘园更火了。”雨薇生态采

摘园的负责人李亚利高兴

地说， 自从景观节点设立

后， 沿线的采摘园和景区

生意越来越好， 每天都有

数百名游客在各个葡萄采

摘园、 火龙果采摘园和乡

村旅游点休闲旅游。

山塘服务区是此次

玉紫旅游公路改造后打

造的玉山首个县级公路

服务区，该服务区紧邻

4A

级乡村旅游点太甲青山

景区，过往游客不仅可以

在此休息中转，还能在服

务区乘坐电瓶车、自行车

到太甲青山景区来个短

途游。“ 我们这个服务区

还配备了电动汽车充电

桩，让驾驶电动汽车的游

客也能放心来此游玩。 ”

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说。

在漏底观景平台放

眼望去，三清湖美景尽收

眼底， 游客纷纷驻足欣

赏。“ 漏底观景平台附近

旅游景点很多， 三清湖、

漏底、天梁都是我们县里

的著名旅游景点，希望借

助这次玉紫旅游公路的

升级改造，吸引过往游客

慢下来进行公路游、停下

来进行深度游。 ”玉山县

文广新旅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路通了， 景美了，群

众更富了。乘着玉紫旅游

线路改造升级的契机，沿

途的群众纷纷开设农家

乐、采摘园，实现增收致

富。“ 现在正是葡萄采摘

的最佳季节，果实成熟度

高、甜度高，我们合作社

的农户纷纷把好产品摆

到公路沿线上政府打造

的农产品小屋里卖。 ”玉

山香格里拉农庄的负责

人张燕红已经连续

6

年

带领合作社农户举办葡

萄采摘节，带动周边数十

户群众每年增收数万元。

升级后的玉紫旅游

公路车道更宽了，还设置

了彩色自行车道，沿途也

全部进行了景观绿化 。

“ 玉山旅游资源非常丰

富，与三清山风景区能够

形成优势互补，玉紫旅游

公路升级改造，可以进一

步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度，

更好地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 ”负责玉紫旅游公路

改造升级的项目负责人

介绍。 （ 吴德强）

玉山讯 玉山县南山乡

尊师重教成风尚 ，

9

月

9

日 ，

该乡隆重召开庆祝第

35

个教

师节表彰大会，对全乡先进教

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进行了

表彰，并通报了资助贫困优秀

学生名单。部分热心助学的企

业家代表也赶到现场，表达自

己对老师们的敬意和坚定支

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决心。

当日，该乡还组织走访慰

问了扎根南山，并在南山连续

工作

15

年以上的教师， 给每

人送上

1000

元的慰问金。 乡

村干部深入各学校了解情况，

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座谈会等

多种方式，向甘于奉献、默默

耕耘的全体教师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 陈新平）

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推进，农民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 但是，也有不

法分子打着新型农业的幌子，“下乡进

村”，在农村以“互联网

＋

农业”“办合作

社”等噱头进行非法集资，对此，应保

持高度警惕，尽早防范。

梳理警方披露的案件与媒体报道

发现， 打着新型农业幌子进行非法集

资的“套路”有很多。 比如，注册“空壳”

合作社，以高额利息为饵，通过发展代

办员， 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

存款；再比如，利用“互联网

＋

农业”等

新概念虚构项目， 忽悠不懂行的农民

参与。

为何非法集资呈现出“下乡进村”

的新趋势？ 一方面，非法集资行为在城

市的活动空间被挤压， 流向了监管相

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农村地

区金融供给不足， 农民手中的闲钱缺

乏投资渠道， 给了非法分子设置骗局

的可乘之机。

鉴于农民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

一旦上当受骗，对家庭影响更大，所以

对非法集资“下乡进村”趋势更要露头

便打。 那些打着政策幌子的非法集资

项目具有迷惑性， 可能会直接影响利

益受损的农民对中央政策的感知。 面

对这种新形势， 有关部门的监管必须

跟上，骗子到哪里，监管就要到哪里，

甚至要比骗子到得更早。

当务之急， 是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揪出一批典型案例。 今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整治

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于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集中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

排查整治，并与清理农民合作社“空壳

社”结合起来。 诸如此类的活动，可以

有计划地多开展。

此外，要防范这些坑农陷阱，还须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 让他们加

深对各类非法集资骗局常用套路特点

的了解，克服贪利心理，增强防范金融

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

李雄鹰

)

9

月

8

日， 在铅山县武

装部， 二次入伍新兵刘志祥

正在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

讲解部队相关纪律， 让新兵

们能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

更好地融入部队。

丁铭华 摄

特 殊 课 堂

玉紫（玉山至紫湖）公路，是玉山

县一条重要的旅游公路。在今年的升

级改造中， 该县通过开辟景观节点、

增加服务区，使旅游公路把沿途的景

区、景点连接带动了起来———

让旅游公路成为富民路

南山乡尊师重教成风尚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9

月

10

日下午， 市政协召开提

案委员会“ 委员入委”工作会

议。市政协副主席程观焰出席

并讲话。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协

关于“ 委员入委”工作相关要

求，聚焦“ 双向发力”，更好地

发挥政协专委会基础作用，市

政协将全市

484

名委员 、

30

名港澳台侨新特邀代表全部

编入专委会管理，其中提案委

员会委员数为

63

名。

程观焰强调， “ 委员入

委” 工作是新时代政协工作

的需求， 核心是要加强党的

建设， 有利于对委员的服务

和管理， 便于委员之间的相

互交流。 要充分发挥专委会

组织者的作用， 让更多委员

参与到政协工作中来； 要充

分发挥专委会平台的作用 ，

为委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各

位委员要强化学习， 提升自

身素质， 真正做到“ 双向发

力” 的履职要求。

市政协召开提案委员会

“ 委 员 入 委 ” 工 作 会 议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9

月

10

日晚， 中国曲协会员携

手筑梦计划·城市社区曲艺工

作站走进江西上饶暨江西曲

协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曲

艺展演晚会在印象上饶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晓胜致

辞。市委常委、副市长雷平，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管群良，市

政协副主席张庆国，市委秘书

长杨建林，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夏秀川出席。

丁晓胜代表市委、 市政

府向各位嘉宾和艺术家们表

示诚挚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

上饶市情市貌。 他说， 上饶

曲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需要上级文化部门和曲协组

织更大的关心、 更多的支持。

今年正式启动的“ 中国曲协

会员携手筑梦计划”， 在全国

仅创建六个城市社区曲艺工

作站， 其中一个就设在上饶，

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对于

推动上饶曲艺事业繁荣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珍惜

机遇、 把握机会， 不断繁荣

上饶地域特色曲种， 培养曲

艺新人， 搭建曲艺阵地， 加

大曲艺创作力度，用曲艺真切

反映打造大美上饶进程中的

生动实践。

中 国 曲 协 会 员 走 进 上 饶

丁晓胜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