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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婺源县赋春镇严田村委会巡检司自然村，只见由北

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带领专家团队

建设的几座蜂巢小木屋， 隐现在绿水青山和田园小道间，吸

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休闲体验。

4

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俞孔坚教授来到赋春镇考察，

巡检司这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古村名字深深地吸引了他。走进

一看，这个村庄古朴素雅，加上保护完好的山水资源，让他陶

醉其中。 但是，村里几栋已经倒塌和十多栋濒临倒塌的老房

子，以及村民生活并不富裕的境地，又让深耕建筑与景观设

计行业多年的俞孔坚教授有了利用自身专长改变山村命运

的念头。

婺源赣派古建虽然美丽典雅，但也有潮湿、不通风、采光

差等弊端。 作为全球最佳景观奖、国际建筑奖、

ULI

全球杰出

奖等多项国际大奖的获得者，俞孔坚教授有了长远规划，他要

因地制宜实施望山生活项目，以巡检司村为“ 试验田”，辐射带

动赋春镇打造一条高端旅游走廊。“ 望山生活是一种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有乡愁的生活实验，是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是探索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径。 ”

俞孔坚教授表示。 短短一年时间， 他就带领望山生活专家团

队，收储了村里

15

栋危房和已倒塌的老宅，对其进行修旧和

翻新，发展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实现了村民房屋“ 变废为宝”。

“ 村民虽有耕地， 但种地的产出只能满足一家人的口

粮。”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俞孔坚教授的团队还租下了村

里数百亩耕地和茶山，让村民扛起锄头去上班，参与农业生

产全过程，每天获得

100

元至

150

元不等的劳务工资。 对于

产出的有机稻、油菜籽和茶叶等，俞孔坚教授与企业合作，通

过精加工优品质，让粮油茶等农产品进入高端市场。“ 一亩耕

地的产出由原来的

300

元提高到了现在的

1200

元。 ”望山生

活团队精制的“ 望山鄣顶”红茶更是品相独特、品质超群。

近年来，得益于望山生活团队的苦心经营，昔日名不见

经传的巡检司村渐渐声名鹊起，游客纷至沓来。该村百姓纷

纷返乡大兴土木， 投身旅游产业，

4

年来村里新建了

40

多

栋房子。 该村一栋历经

200

多年风雨、濒临倒塌的老宅，房

子主人已离开了村里。 俞孔坚教授通过社会资本出资收储

这栋老宅后，对采光、通风等功能进行了改进。 如今，这栋

昔日冷冷清清的房子门庭若市，前来用餐的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

5

月，乡村旅游复工复产后，巡检司村

31

栋民宿入住

率达到开业以来的顶峰。 目前，该村民宿已经接到

5000

间的订单。

据了解，巡检司村原有

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在望山生活项目的

带动下，已全部退出贫困行列。 该村贫困户潘灶新夫妇俩都是残疾人。 村

里发展旅游后，潘灶新全家享受多项优惠政策，建了新房子，种植有机蔬

菜定向供给农家乐，一年有

3

万多元收入。他家女儿也在村里新发展的旅

游业中找到了工作，月收入

2000

多元。“ 感谢俞教授，是他让我们过上了

好生活。 ”潘灶新一家人都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其乐融融。 （ 吕富来）

北

京

专

家

帮

规

划

旮

旯

山

村

大

变

样

推进廉洁上饶建设

2020

年

5

月

22日

星期五

农历庚子年四月三十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３６

—

０００６

邮发代号：

４３

—

８

第

12873

期

今日

4

版

SHANGRAO RIBAO

上饶新闻网：

http://www.srxww.com

中共上饶市委机关报 上饶日报社出版

追 求 有 品 质 的 新 闻

上饶日报官方微信

扫一扫 加关注

������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今年

5

月

21

日，是联合

国确定的首个“ 国际茶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国际茶

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 联合国

设立“ 国际茶日”，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

与重视，对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很有意义。 作为茶

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

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

60

多个，饮茶人口超过

20

亿。

2019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

宣布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 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

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价值， 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今年“ 国际茶日”期间，我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粮

农组织、浙江省政府以“ 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为主题，

通过网络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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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不忘初心凝聚复兴伟力， 携手前

进共商发展大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

21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这次大会将紧扣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组织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汇聚

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气氛庄重。 悬挂在主

席台正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熠熠生辉， 十面鲜艳

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

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

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

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1

人，实到

2057

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

3

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随

后，全体与会人员默哀

1

分钟，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

报告工作。

汪洋强调，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人民政协

成立

70

周年。 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

根本要求、着力重点，深刻揭示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

在联系，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协工作。 他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

等任务，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近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中， 人民政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动员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参

与疫情防控斗争。 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展

示了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 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发扬

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

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

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紧扣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和 《 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 ，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重点工作。 必须

继续抓好贯彻落实，注重固本强基，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有序有效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制

度建设，深入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把人民

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交二次会议

提案

5488

件，经审查，立案

4089

件，交

175

家承办单位办理，均

已按时办结。 常委会持续推动提高提案工作质量，加强工作制度

体系建设，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

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在坚持中发展，在巩固中完善。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

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

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

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

邀列席开幕会。 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郑建邦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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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

5

月

20

日下午 ， 市委副

书记 、 代市长陈云深入市发改委专题调研 “ 十四五 ”

规划编制和铁路网谋划工作 。 他强调 ，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 科学制定发展指标 ， 突出抓好项目谋

划， 高质量做好“ 十四五 ” 规划编制工作 ， 持续提升

上饶高铁枢纽战略地位， 为上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在听取市发改委关于“ 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和铁路

网谋划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高质量编制“ 十

四五”规划事关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要

始终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上饶目标定位， 加强对

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加快打造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东门户，全面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努力

建设赣浙闽皖区域中心城市。

陈云强调，要突出抓好项目谋划，主动对接国家重大

战略和上级政策导向，积极争取国家级改革试点，力争更

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 十四五”规划笼子。 要系统谋划一

批铁路、公路、机场、能源、新基建等基础设施项目，尤其

要深刻把握铁路建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重要

地位，继续抢抓机遇、积极争取，全力推动更多重大铁路

项目纳入国家“ 十四五”规划，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交通

网络。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民生事

业等重要支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努力提升区域

中心城市功能品质。 要坚持开门做规划，加强统筹协调，

积极吸纳各方建议、汇聚各方智慧，增强规划的科学性、

前瞻性、可操作性。

陈云在市发改委调研“十四五”规划编制和铁路网谋划工作时强调

高质量编制 “十四五 ”规划

持续提升上饶高铁枢纽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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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书记，我想过来探个班，看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再

对接，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协调。 ”

5

月

8

日，上饶职业技术

学院前任扶贫驻村第一书记周林峰跟他的接任第一书记

许永青打去电话。

余干县东塘乡东风村是上饶职业技术学院的结对帮

扶村，曾担任第一书记的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周林峰，还想

再去一趟他曾经工作的扶贫村，把有些工作再对接一下，

顺便也看一看他曾经奋战过

750

个日日夜夜的东风村的

村民们。

驱车

150

多公里，熟悉的画面又一次映入眼帘。 许永

青看到周林峰的到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今年

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如何？ 村里孩子上网课的情况

怎么样？ 目前还有哪些需要巩固提升的地方？ ”诸如此类

的交流一下子展开了。 其实，这样的交流在短短的几个月

时间里，他们在电话里已经有过无数次了。

一番工作对接交流后， 他们来到贫困户汤海先的家

中。 汤海先父亲汤林魁老远看到了他们，满脸笑容地迎上

来：“ 周书记，你回来了啊！ ”周林峰还记得，他那天工作交

接完毕，离开村时，汤林魁老人用粗糙的双手紧紧地握住

他，动情地说：“ 你要走了，我们都舍不得呀！ ”

周林峰还记得

2018

年

7

月的一天，汤林魁老人到村

里找到他，说孙子下半年就要读小学了，但到现在还上不

了户口。 原来小孩是在家里出生的，没有出生医学证明，

儿子儿媳又均存在智力问题，这让他心急如焚。 周林峰得

知情况后，先后来到乡派出所、乡卫生院、县卫健委等部

门咨询相关政策，终于将小孩的户口办好了。 现任第一书

记许永青也一直惦记着孩子的读书问题， 时常来到他们

家里了解小孩子在家上网课的情况。

在返回村的路上， 恰巧遇到了去田里打药的村民赵

进兴和吴德明。 他们邀请两位书记一定要去他们家田里

看看秧苗的长势。 因为他们知道，许永青书记毕业于江西

农业大学， 是位学农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许书记看过

了，他们心里就踏实了！

随后，两人来到贫困户余振良家里。 因

2019

年国家

刚出台高职扩招政策， 周林峰和许永青就多次鼓励余振

良报名参加高考。 在多次鼓励和劝说下，余振良以新型农

民的身份，顺利考取了上饶职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成了

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看着两任书记面对面的工作交流， 余干县东塘乡东

风村的村干部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这根有温度的

扶贫接力棒，递得准，握得牢！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干部帮

扶真到位！ ”

（ 杨 辉 林顺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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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博能上饶客车研发制造的新一代应急通讯指挥

车正式交付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投入战备执勤。

该车采用上饶客车成熟稳定的高等级

SR6906

营运车

型作为基础车型改制，可在

20

—

100km/h

的行驶速度下通

过卫星双向传送音视频信号，完成灾难现场图像、语音和计

算机数据的传输； 通信指挥车操作室配备有卫星视频会议

终端、

4G

视频会议终端、单兵无线图像传输、车载电台、实

时监控等设备，还具有车辆舒适性好、空间利用率高、平台

宽、外形整体美观等特点。 刘梦华 记者 蒋学华 摄影报道

������

本报讯 钱盈 记者蔡晓军报

道：近日，信州区纪委监委成立

6

个调研督导组， 深入镇街调研督

导，推动“

2+1

”特色工作

:

“

2

”是指

以“ 一清单一报告两档案”为抓手，

加强对村居“ 两委”负责人的监督

和强化村居“ 三务”公开监督的

2

个规定动作；“

1

” 是指结合自身实

际的

1

个自选动作，促基层纪检监

察组织有作为。

调研督导组采取查阅资料、实

地检查等方式， 重点对各镇街学

习、运用上饶市纪委印发的《 乡镇

纪检监察工作百问百答》情况和贯

彻落实“

2+1

”特色工作推进情况

进行调研督导。“ 豆芽巷社区在落

实‘ 晒家底’的同时，驻村村务公开

监督员还主动入户收集群众意见，

值得肯定！ ”“ 广平社

区在‘ 三务’公开栏里

张贴举报二维码 ，简

捷方便，建议推广！ ”

调研发现，全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

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大力推进“

2+1

”特色工作，但也存

在“ 三务”公开不全面、不规范等问

题。 通过调研督导，各镇街纪（ 工）

委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

“ 开展镇街纪检监察机关‘

2+

1

’特色工作，是我区深入推进基层

纪检监察组织有作为的一个重要

举措。 ”信州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目前，每个镇街纪检监察

机关都努力打造自己的亮点特色，

如沙溪镇正在打造乡村廉政文化

示范基地，朝阳镇积极探索对辖区

派出所的监督。信州区纪检监察机

关正通过‘ 一街一品’的品牌建设，

为廉洁上饶建设提供信州素材。 ”

两 任 书 记 一 样 情 怀

信州“2+1”推动基层纪检监察组织有作为

“移动指挥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