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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上饶市保育院开展了亲子垃圾分类知识竞赛活

动。 有趣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让孩子们和家长们增强了对垃圾

分类知识的了解，提高了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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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梅镇党员干 部带头修 水 垱

第三届“鹅湖会讲”在铅山开讲

信 息 快 递

“ 你看， 这个河沙掺太多， 再加点水就差不多

了。 ”近日，在万年县裴梅镇裴家村扶贫产业果园基

地，村民洪金根正在配制混凝土砂浆，并时不时与身

旁的同伴交流。

洪金根是位退伍军人， 与妻子叶梅英原在外打

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然而，

2014

年

6

月，

叶梅英上山砍柴不慎摔跤，导致左脚脚踝断裂，花去

治疗费

1

万多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治疗过程

中， 叶梅英被查出患有肠癌。 四处求医欠下巨额外

债，村里得知情况后，将洪金根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

要照顾生病的妻子和孩子们，无法外出务工，但

是洪金根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汗

水才能实现增收。

2015

年年初， 洪金根流转了散户的稻田种植水

稻。 上半年直播，下半年插秧，管水管秧苗虫害，农忙

时请人帮忙，又割又插又放水，期间每天只睡两个小

时。 今年，他已流转了

160

余亩稻田，成了当地名副

其实的水稻种植专业户。 虽然累，但看着妻子渐渐好

转的身体和稻田里沉甸甸的稻谷， 洪金根喜笑颜开

地说道：“ 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自己肯干，哪有一辈

子的贫困。 ”

“ 一人脱贫，不如一起致富。 ”去年已脱贫摘帽的

洪金根，一心想着帮助其他贫困户。 今年

5

月，洪金

根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召集村里

50

多户贫

困户商议抱团发展扶贫产业。 说干就干，洪金根和其

他贫困户入股成立了裴叶农民种养合作社， 流转了

当地一片山地，栽种近

2000

棵马家柚苗，建起了扶

贫果园基地。 入股的贫困户平时在基地劳作有工资，

年底还有分红，大家的积极性很高。

“ 一天到晚都有做不完的活，这样的生活让人踏

实，也让人更有干劲。 ”老实憨厚的洪金根，颇有吃苦

耐劳、永不服输的创业精神。 （ 张晓瑶）

玉山讯 近期持续干旱少

雨， 森林防火形势严峻， 玉山

县双明镇积极应对， 全面提升

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确保全镇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

安全。

该镇运用流动宣传车、 标

语、 横幅、 宣传单、 微信等多

种形式和载体， 全方位开展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 把有关森林

防火知识宣传到千家万户， 切

实提高全社会的森林防火意

识， 使森林防火工作成为全镇

广大干群的自觉行动， 构建上

下联动、 群防群治的森林防火

体系。 调整并充实了森林防火

指挥部， 抽调了

50

名辖区精

干民兵充实防火队伍， 同时开

展扑火技能培训和相应的实战

演练， 配备了扑火机具和通讯

设备等， 切实提高扑火救灾能

力， 做到一旦发生火情， 能迅

速有序有效处置。 组织专门力

量 ， 在各进山路口设置森林

防火检查点 ， 坚决杜绝野外

火源 ， 有效遏制火灾源头 ，

并进一步完善野外火源管理

制度 ， 确保有效消除林火隐

患， 防患于未“ 燃”。 该镇森

林防火指挥部实行全天候值班

和领导带班制度， 加强对森林

火灾的监控。 （ 余金华）

双明镇森林防火防患未“燃”

为人民谋幸福

铅山讯 连日来，铅山县石

塘镇尤田村桐村坂自然村的贫

困户热情高涨， 忙着栽植高山

油茶。

尤田村是“ 十三五”省定贫

困村。近年来，该村在党委政府

的指导和帮扶下， 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 顺利实现了脱贫摘

帽。“ 通过考察和分析，我们立

足村情实际， 决定拿山地做文

章。”石塘镇脱贫攻坚工作负责

人朱成华介绍， 尤田村桐村坂

自然村的生态资源优越， 但土

地抛荒严重， 村里大部分年轻

人外出务工 ，劳

动力缺乏， 种植

高山油茶较为合

适。

可以以土地入股， 既当股

东享受分红，又能务工挣钱，充

分了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

“ 我家的地原来一直抛荒，现在

流转给村里， 可享受种植山茶

的收益，还能务工，好得很哩。”

在桐村坂自然村油茶种植点，

正在给山地除草的贫困户蔡德

良乐呵呵地说。

高山油茶种植在增加村民

收入的同时， 壮大村集体经济

收入 ， 得到了村民的普遍认

可。

（ 陈万民 曾鑫）

既拿工资 又享分红

尤田村贫困户赚得双份钱

余干讯 今年

9

月至明年

11

月， 上饶市电影电视艺术家

协会、 余干县星河国际影城联

合在余干举办“ 江西风景独好”

赣产公益电影展映系列活动，

旨在进一步促进我市影视产业

的繁荣发展， 展现赣产电影的

魅力， 不断满足广大市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

活动期间， 将开展万张影

票大赠送、赣产电影联播、主题

电影展映、 新片看片会、“ 我最

喜欢的一部电影” 征文等系列

活动。通过“ 送勤劳、送爱心、送

关心、送先进”等多种形式，将

万张影券赠送给群体代表，并

有计划地组织放映我市本土制

作的影片和上饶籍文化影视传

媒公司制片人制作的影片。 目

前展映的一批赣产电影中，有

8

部是由中国作协会员、 余干

作者史俊担任编剧的电影，如

《 花香岁月》《 天涯》《 山鼓声声》

《 万年飘香》《 守信少年》《 父债

如山》《 我要上学》等。

（ 陈青平 史征滔）

赣产公益电影在余干展映

铅山讯 为传承传统文化、

提振文化自信 ，

12

月

21

日 ，

第三届“ 鹅湖会讲 ” 在铅山

县开讲。

此次会讲的主题是“ 传统

文化与国民教育 ”。

5

位知名

专家学者紧扣主题， 围绕“ 教

以成人” “ 传统文化的家庭、

乡村教育” “ 儒家思想的大众

化” “ 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

“ 学校与书院教育 ” 等内容 ，

以渊博的学识、 独到的见解、

平实的语言， 与铅山广大干群

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分享， 让大

家受益匪浅、 启发良多。 大家

纷纷表示， “ 鹅湖会讲” 是一

次难得的传播新知识、 启迪新

思维的学习机会， 通过聆听此

次会讲， 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

放， 为做好今后的工作增添了

信心和力量。

（ 苏家福）

万年讯 眼下正是农田水

利设施冬修的大好时节 ， 但

是万年县裴梅镇葛毛坞畈上

村村民却犯了难 ， 因为该村

的一处水垱被水冲坏 ， 下游

30

多亩田地来年的灌溉怎么

办 ？ 为解民忧 ， 近日 ， 葛毛

坞村两委班子自发为村民维

修沟渠 。 此举获得了村民的

一致好评。

葛毛坞村两委班子成员

经商讨决定 ， 由村里全额出

资维修水垱和清除沟渠淤泥。

为了加快推进水渠冬修进度，

村两委干部自己动手 ， 发挥

不怕脏 、 不怕苦 、 不怕累的

精神 ， 仅用了

3

天时间 ， 就

建好了水垱 ， 完成了沟渠清

淤工作。

（ 朱文新 万裴梅）

该 放 的 抓 紧 放

信 江 时 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22

日对外发布。 意

见提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放开民营

企业市场准入， 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 为

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 为企业改革发展

壮大拓展空间。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是

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 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 国

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当前， 各种有形无形的准入

障碍， 依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掣肘因素。 进

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 既能更好稳预期 、

强信心 、 增活力 ， 也能让优质企业 、 优质产品 、

优质服务脱颖而出， 提升全社会供给质量， 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放开准入， 要在 “减” 字上下功夫。 要进一步

精简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事项， 制定清晰透明、 公平

公正、 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 多设 “路标”、

少设 “路障”。 今年， 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进一步修订， 事项比去年缩减

13%

。 下一步要深

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 真正做到清单面前 “人人平

等”、 清单之外领域 “英雄不问出处”， 全面排查、

系统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 坚决打破民营企业

发展遭遇的 “卷帘门” “玻璃门” “旋转门”。

放开准入， 要在 “进” 字上寻突破。 针对部分

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 意见提出支持民营企业以参

股形式开展基础电信运营业务， 支持民营企业进入

油气勘探开发、 炼化和销售领域等， 凸显问题导

向、 目标导向。 方向既已明确， 该放的要抓紧放。

要在电力、 电信、 铁路、 石油、 天然气等重点行业

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 在基础设施、 社会事业、

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研究制定这

些行业和领域市场准入具体路径和办法， 明确路线

图和时间表。

放开准入， 要在 “实” 字上多着墨。 各地区、

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措施， 明确

任务分工， 将改革要求和任务量化为可实施的具体

举措。 同时要持续跟踪、 定期评估政策落实情况，

确保纸面上的文件转化为高含金量的措施， 确保政

策红利转化为民企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实践证明， 民营企业并不惧怕市场竞争， 需要

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舞台。 人们期待， 在意见指

导下， 相关政策和细则及时出台、 加快落地， 让民

企改革发展机遇更广、 后劲更足。

（ 陈炜伟 安蓓）

广丰讯 为扎实做好社区矫

正工作， 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

漏管， 促使社区服刑人员自觉接

受监管，顺利解除社区矫正，广丰

区司法局丰溪司法所、 丰溪街道

综治办创新举措， 加强社区服刑

人员管控。

丰溪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走

访相关人员， 了解掌握新入矫服

刑人员的生活习惯、 日常表现、

犯罪原因等情况， 制定科学的帮

教措施。 按照 《 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 《 江西省社区矫正实施条

例》 等相关法规， 该所工作人员

每季度定期走访社区服刑人员，

了解服刑人员该季度的工作、 生

活及思想状况， 根据走访结果和

结合其平时表现， 及时调整管理

等级与类别， 对思想有波动、 心

理有障碍的服刑人员积极予以心

理健康疏导。 社区服刑人员因事

确需要请假外出的， 司法所工作

人员积极向其担保人 、 家庭成

员 、 村社干部了解核查相关情

况， 情况属实的准许请假外出，

并在社区服刑人员外出期间通过

电话、 微信定位、 手机定位进行

跟踪管理。 该所在加强社区服刑

人员教育学习的同时， 注重人性

化管理模式， 主动走访、 关心有

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 及时为其

排忧解难 ， 帮助其树立生活信

心， 安心接受矫正。 对社区服刑

人员解矫后进行跟踪随访， 了解

其解矫后的生活能力， 向其家庭

成员或亲友通报服刑人员的不足

之处， 指导家庭及亲友继续督促

其改正，真正做到弃恶扬善，成为

一名合格守法的公民。

（ 王明波）

12

月

20

日，婺源县赋春镇镇村干部和爱心人士带着面条、食用油等物品，走访慰问了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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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户山区贫困户。 单长华 摄

垃

圾

分

类

，

从

娃

娃

抓

起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丰溪强化社区服刑人员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