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0

日，铅山县紫溪乡红星村茶山，村民正在采茶。 当天

正值春分，春暖花开，紫溪乡数千亩春茶进入采摘期，当地村民

抢抓时节采摘春茶供应茶厂。据悉，该茶山每天可吸纳周边用工

300

人左右，每人每天可增收

100

元左右。

丁铭华 摄

要闻 责任编辑：邹萍艳

电话：

8292149

２０20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

2

本报记者 方子健

一 线 抗 疫 群 英 谱

老刘送种下乡记

解决好“堵点”“断点”，让复工复产更有底气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

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

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确保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实现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这提

醒我们所采取的举措要跟上形势的变化， 有针对性

地精准施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打通“堵点”、

补上“断点”，让复工复产更有底气。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

序加快恢复。 不过，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复工复

产的步伐还不够大，存在观望犹疑心态。 不少企业仍

面临用工短缺， 一些关键岗位员工受困于疫情严重

地区难以返岗。 一些地方物流运输存在“堵点”，“最

后一公里”问题比较突出。 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缓解

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但有中小企业反映，政策落

实还存在一定的“断点”。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地关于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的标准不明确不统一， 影响人员和货物自由流

动。 目前，各地交通不畅的情况基本好转，但具体到

什么人要隔离，该隔离多久，健康检测能否互认，许

多地区还是各自为政， 企业缺乏明确的可遵循的指

南。 同时，“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想复工又怕复工。

从全国来看，对于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防疫和

复工并不矛盾。 在疫情特殊时期，严要求、高要求是

必要的，但任何决策都要同时考量成本和收益，尽可

能寻求科学的“平衡点”，而不是简单化地“一边倒”

“一刀切”，让经济社会承受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这是

“统筹”的应有之义。

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

力持续加大。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如

何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让全社会尽

快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上来，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拿出“硬标准”“真举措”，对症

下药。

对各地来说，这意味着慎终如始，一面抓好疫情

防控，一面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明确复工复产

标准，把畅通交通运输、搭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鼓

励支持企业“点对点”组织员工返岗复工、援企稳岗

扩就业等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落细， 着力帮助企业

解决资金紧张、物流不畅、产业链不配套等问题，让

企业实实在在能复工敢复工。

（ 樊曦）

“ 董老板，在店里吗？ 我现在

把你要的水稻种子送过来。 ”

“ 好的， 老刘。 我在店里等

你。 ”

……

每年春耕之际，是从事稻种

经营的刘建军最忙的时候。

3

月

14

日一大早 ， 在确认好当天的

配送信息后， 刘建军戴上口罩，

驱车将

1500

公斤水稻种子送往

乡镇农资店。刘建军与当地农资

店打交道多年，大家都喜欢称他

为“ 老刘”。

与往年不一样， 原计划

2

月

初就开始送的种子， 因为受疫情

影响，延期了半个多月。为了追赶

上春耕节奏， 公司于近期开始大

量送货，老刘每天至少要将

1000

多公斤的稻种送到各乡镇的农资

店，忙得团团转。

刘建军说，以往都是各乡镇的

农资店老板自己开车到城区进货，

疫情期间， 为了减少人员聚集，他

和大家商量后，决定送货上门。

车子穿过省道后， 沿着乡道

继续行进。 两旁树木枝头的芽簇

已颇为肥壮， 四处展露着勃勃生

机。约一个小时车程后，车子在李

宅乡农资店门口停下。 农资店老

板董绍根早已等候多时。搬货、理

货、 对数， 老刘和董绍根一气呵

成。卸完货，老刘继续向下一个乡

镇出发。

一个上午马不停蹄， 待赶到

第三站新营农资店时，已近晌午。

农资店的老板汪新华执意留老刘

在店里吃午饭。“ 谢谢了，汪老板

您太客气了， 我还得把剩下的种

子送到香屯街道农资店去。”老刘

一边说，一边加快了搬货的速度。

当时针指向下午

2

点的时

候， 老刘终于送完了当天最后一

批稻种， 驱车赶回城区。 老刘坦

言，这段时间工作量太大，但是只

要能把稻种及时送到各乡镇农资

店，不耽误村民春耕，苦点累点都

值得。

车窗外， 阡陌纵横， 万木葱

茏， 不时会看到村民戴着口罩在

田野上劳作的场景。盎然的春意，

悄悄地涤荡去老刘的疲惫。

（ 程志强 刘水金）

“ 今天我生日， 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

物！ ”

3

月

21

日，我市援助湖北随州护士徐美瑛给记

者发来微信，并配有一张她身穿白大褂背对镜头的图

片，白大褂上用彩笔写满了名字和留言。 每名在广水

市第二人民医院支援的江西队友都为她签名或留言。

“ 你看，‘ 清风徐来， 最美英雄’， 这是赣州市人

民医院医生陈锦峰用我名字写的诗句，太有才了！ ”

徐美瑛说，“ 他还信笔一挥， 在白大褂上画三清山，

夸我们大美上饶景美人更美。 ”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

90

后护士刘珊不仅签名、留言 ，还发挥

美术专长 ，在“ 白袍 ”上画了徐美瑛身穿防护服“ 战

疫”的卡通画。 宜春市中医院护士杨小艳写下了“ 我

们永远的好老师”的留言。“ 我是支援广水市第二人

民医院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护理人员， 队里

80

、

90

后比较多， 他们对我很尊重。 我也在工作生活中给

予他们悉心的照顾， 特别是用自己丰富的院感工作

经验，耐心指导他们穿脱防护服，做好个人防护，平

时他们都爱叫我‘ 徐老师’。 ”徐美瑛说。 杨小艳还联

系酒店工作人员， 为徐美瑛准备了一碗加了两个鸡

蛋的长寿面。

因为感恩，徐美瑛也在“ 白袍”上写下了“ 援随医

疗队战友，一生有你”的留言。“ 衷心感谢他们给我留

下了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在随州一个多月的战‘ 疫’时

光里，这群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我战胜疫情的力量

源泉！”徐美瑛表示。据了解，我省共有

15

名医护人员

（ 我市

2

名）支援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他们接管了两

个病区的医疗救治工作。

2

月

8

日以来，在他们历时

一个月的精心救治下， 该院收治的

36

名确诊和疑似

患者全部康复出院，实现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

染、护理零差错和零事故。

完成医疗救治任务后，

3

月

8

日至

3

月

21

日，徐

美瑛和队友们在广水市进行了

14

天的医学观察，并

通过了核酸检测。

3

月

23

日，她将随江西省援助湖北

医疗队返赣。 徐美瑛表示：“ 我们终于不负使命，圆满

完成任务，接下来就是再安心休养

14

天，保证平安回

饶，以饱满的精神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

采菌菇

近日， 广信区

上泸镇鑫露农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农民正在忙着采摘

和分拣菌菇。目前，

该合作社的

30

位建

档立卡贫困户都已

投入正常生产中。

记者 徐斌 摄

铅山讯 当前正值春耕备种

之际 ， 为确保春耕生产的安全、

维护广大农民利益，近日，铅山县

农业部门在全县开展

2020

年春

季农资市场执法检查活动。

此次检查活动以种子、 农药、

化肥经营户为重点，严格落实农资

进货查验、购销货台账、索证索票

等制度，对农资商品的购进、储存

和销售全程规范管理，确保农资商

品来路明、去向清，并针对进货销

售台账不全、没有明码标价等状况

责令整改。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

认真检查了各类种子、农药、化肥

经营户的营业执照、 质检报告，仔

细核对了产品的生产日期、产地及

进销台账等， 未发现违规销售情

况。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经营户进

销台账登记不规范、不全面，农资

产品摆放不规范的行为，责令其限

期整改。 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规

范了当地农资市场秩序，有效保障

了广大农民利益。

（ 朱晋）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产

业转型升级、 大项目一个接一个

落地、 创新日新月异……上饶经

开区的发展有目共睹。 为进一步

宣传上饶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 提升经开区对外知名度和美

誉度，

3

月

20

日，上饶经开区特邀

市作家协会

7

位知名作家深入经

开区采风创作， 以文学之笔为经

开区发展变化讴歌。

作家们先后参观星盈科技有

限公司、核心零部件产业园、爱驰

汽车有限公司、 汉氏联合干细胞

产业园、凤凰光学、腾勒动力等重

点企业。他们到车间实地参观，感

受到经开区经济飞速发展的领跑

姿态。在爱驰汽车有限公司，作家

们深入车间， 亲眼见证汽车的生

产过程， 试驾试乘感受爱驰汽车

性能。在汉氏联合干细胞产业园，

作家们实地查看了健康医学体检

中心及干细胞产业园项目， 详细

了解企业的“ 前世今生”。 作家们

还分头深入到有关项目点及企业

进行点对点交流采访。

此次采风活动， 加深了我市

知名作家对经开区的认识和了

解。作家们纷纷表示，本次采风切

身感受到经开区企业高科技的

“ 酷炫” 及产业发展的迅猛态势，

他们将用手中的笔刻画经开区，

为经开区的发展喝彩。

春回大地， 广信区尊桥乡的

田间地头、茶园山岗，处处是繁忙

的喜人情景。

周坞村的

300

亩油菜花开得

正旺，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赏花。在

油菜地里忙活的贫困户老郑停下

手中的活， 坐在田埂上歇歇脚。

“ 今年天气不错，油菜会有个好收

成。 ”

老郑是个农业好把式，前年，

村里的企业把他家的田地流转了

去， 忙活了一辈子的老郑歇不下

来，还是愿意到田地里转转。“ 我

现在做事可是有工资的。 流转的

土地收益加务工工资， 一年下来

有两万来块。 ”

据了解，通过政府引导，乡里

很多荒地都种上了油菜， 村民们

不仅多了一份收入， 还能获得种

植补贴，大家的积极性都挺高。现

在尊桥不仅有千亩油菜花， 还有

万亩茶园。

现在正是采摘明前茶的有

利时机，位于恩山村的茗龙公司

茶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测

完体温、领到口罩的

150

余名采

茶工人分散开忙碌起来。茗龙公

司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龙头

企业 ，用工需求量大 ，该乡急企

业所急， 通过扩大招工宣传、落

实防疫物资等方式全力保障企

业用工需求。

岛山村的山岗上，机器轰鸣，

春风荡漾。 几台大型挖掘机来回

摆臂， 身后一垄垄新翻的土地顺

着山势蜿蜒起伏，层层叠叠，煞是

好看。

刨沟起垄的黄泥岗上，新种

的由良柑橘苗随风起舞。“ 你别

看这小小一株苗 ，可金贵了 ，今

年就能挂果。 我们已经种了

160

亩了 ， 预计明年就能给村集体

经济增收

20

万元。 ”“ 那边还种

植了

110

亩柑橘 。 我们还规划

了雷竹基地 、菌菇种植基地 。 ”

村支部书记寇方成近日一直奔

波在这片山上。

从山岗上极目远望， 映入眼

帘的是金黄的油菜、嫩绿的茶树、

新种的果苗和刚翻的黄土， 艳丽

明亮，充满希望。

“ 只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全力做好春耕备耕， 才能做到农

时不误、农民不闲、农田不荒。”尊

桥乡党委书记刘俊说。

（ 龚信莉 梁亮）

采茶 增收

抢 农 时

铅 山

严管农资市场保春耕

市作协组织作家

深入上饶经开区采风

信 江 时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