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大全民健身

示范力度，市体育局在

饶城陆羽公园建设了

健身辅导站示范区 。

500

多平米的健身路

径区，布置了十多种不

同功能的健身器材，充

分满足了市民多元化

运动需求。同时每个健

身器材都配有智能化

功能，通过扫码 ，不仅

可以保留健身的历史

记录，还可以根据个人

体能设定健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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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桥 三 农 民 抱 团 养 湖 羊

“网上广交会 ”有新意更开放

信 江 时 评

“四访”机制解民难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智能化”健身

万年讯 走进万年县道山牧业家庭农场， 一排蓝

顶钢架房格外显眼，房内是一只只长势良好的湖羊在

圈舍里来回乱窜，农场负责人时而给羊喂食，时而观

察羊的生长情况，时而修理食盒……一片忙碌景象。

道山牧业家庭农场成立于今年

4

月初 ，位于万

年县苏桥乡夹罗村道山村， 目前累计投资近

50

万

元，开发面积

5400

平米 ，存栏

300

只湖羊 。 是由吴

仁火、刘长福、柴松辉三位农民创办，他们在村委会

的帮助下，一同走上致富之路。 他们利用各自优势，

分工明确。 吴仁火长期在外做销售，主要负责市场

考察和基地建设。 刘长福，近几年在家发展，有两年

的养殖经验。 柴松辉，年轻接受力强，多次去外地学

习专业养羊技术。

提起养羊的原因，吴仁火说，我发现南方很少吃

到新鲜羊肉，早就有这个想法，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在家创业欲望更强了。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后，吴

仁火拉上有想法的朋友，找到村委会寻求帮助。 听到

吴仁火等人的想法，村两委班子认真思考，为其谋划，

村支部书记刘荣林更是多次上户协调租户田。“ 今年

碰到疫情，很多人待业在家，他们有这样的创业致富

想法，我们肯定支持，只要他们有需要，都会倾力相

助。 ”刘荣林告诉笔者。

家人支持是创业者们前行的最大动力。为了得到

他们的支持， 吴仁火三人积极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

除了得到动力， 还要有克服外在客观环境的毅力，选

址、垦荒、租田、种草、基地建设……一路走来，每一步

都不容易。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他们就在基地外搭个

简单帐篷，晚上轮流睡在那里，夜深人静时，听羊群咀

嚼的声音，看羊群“ 欢闹”的身影，让他们更坚信创业

致富虽然很艰辛但值得期待。

创办前期，他们到江西樟树、江苏徐州、山东等地

学习考察，最后选择樟树合作。 吴仁火三人特意选了

湖羊养殖，一是响应国家号召保护生态环境，二是湖

羊有很好的市场，湖羊繁殖力强、生长速度、适应能力

强， 且肉质和出肉率都让人满意，“ 单只羊利润就有

800

多元，还有羊粪羊毛都是可卖的，他们提供技术

支持，解决售卖问题，赚钱是不用担心的。 ”柴松辉开

心地说道。

“ 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剩下的每

一步都要认真踏实走好。 对于农场下一步的发展，他

们也有了自己的规划：完善设施设备配套，实现资源

最大化；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强化管理，逐步建立起

一个标准化的养殖基地，把农场发展壮大，带动更多

农户增收致富。

（ 张晓瑶）

“ 感谢你们干部帮我跑前

跑后沟通协调，我家建房的历

史遗留问题终于解决了，等这

个雨季过后，我们就按镇里的

要求开始建房。 ”余干县玉亭

镇排岗蔡家村村民蔡国兴见

到下村来回访的司法干部李

仁才连声道谢。

“ 是石山前坊村的刘端英

吗？我是玉亭镇信访办的工作

人员，今天下午会在家吗？ 我

们准备下午

3

点再来村里，继

续调解你和邻居家的出路纠

纷。”已经

70

多岁的刘端英接

到镇信访办吴录丁的约访电

话激动得热泪盈眶。

近段时间以来，像这样进

村入户对群众信访问题跟踪

回访、主动约访、帮民调解的

现象在余干县玉亭镇屡见不

鲜，已成常态。而正是这招“ 变

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的先手

棋，让玉亭镇党委、政府下活

了信访这盘棋，也让该镇上访

群众越来越少。

该镇秉承“ 群众利益无小

事”的理念，从创新信访机制

入手，采取党政班子成员和信

访干部轮流接访、 主动约访、

进村下访、跟踪回访的“ 四访”

机制， 开创信访工作新格局。

在第一时间了解掌握辖区不

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并及时

做到早介入、早解决。 而对一

些不能马上解决的难题，且可

能演变成越级访的积案，采取

领导包案负责制， 跟踪督办，

全力调处。 同时按照网格划

分，结合当前脱贫攻坚、人居

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 规定

镇、村、组干部和各村网格员

每周六必须走村入户，和群众

同坐一条板凳， 同在一起劳

动，在走亲连心中，把党的政

策带下去，把群众的意见带上

来，在群众家门口解决群众烦

心事，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该镇还充分挖掘社会力

量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先后

引导多名乡贤能人组建了第

三方调解志愿者协会、“ 三和”

调解工作室，并聘请在群众中

口碑好、威望高的退休老干部

舒武明成立了“ 老舒”调解室。

正是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让

许多群众的烦心事、 揪心事、

操心事在基层就迎刃而解。截

至目前， 该镇辖区的调解协

会、 工作室等共吸纳法律专

家、社会贤能等

80

余人，招揽

志愿者

150

余人，并积极通过

“ 用身边的人调解身边的事，

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的

方式调解矛盾纠纷

300

多起，

免费提供心理辅导

2300

余人

次、法律咨询

3500

余人次，受

到了群众的点赞。 （ 吴晓平）

横峰讯 为确保全镇经济

持续平稳发展， 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近日，葛源镇就全

镇范围内生产隐患进行全面排

查， 尤其是加强辖区内矿山等

重点区域的安全监管力度。

该镇应急办工作人员先

后来到辖区内的液化气站、加

油站、采石场、萤石矿等地进

行实地检查，特别是对企业安

全防护设备是否符合要求，生

产经营是否规范，安全管理制

度是否完善等情况进行了详

细查看，并要求各企业强化安

全意识，定期举行安全知识培

训，按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全面

检查，并做好检修记录。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辖区

内部分企业存在防火警示标

志不明显、 电线线路老化、防

火器材不全等安全隐患，该镇

向相关单位提出了具体改正

措施，并要求企业及时整改到

位。 对隐患不排除、安全无保

障的设备， 一律不准投入使

用；对已经责令停止生产的矿

区加强安全监管力度和巡查

力度，确保辖区内不出现非法

开采的现象存在。

（ 韩龙）

铅山讯 铅山县英将乡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 抓紧复工复

产。 今日走进英将乡，处处可见

忙碌的建设场景。

该乡属铅山县东部山区

小乡， 地处武夷山脉北麓，有

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巩固绿

色底牌，该乡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正全面推进。 日前，村

民随意堆放的柴火得到治理，

全乡境内铁皮棚已被拆除，河

道、村内杂草和卫生死角已被

清理，全乡环境明显改善。

针对旧街道整体布局杂

乱无序，没有停车场、农贸市

场， 摆摊设点随意等现状，该

乡通过整合项目，初步确定一

系列改造的目标。 目前，街道

提升、大桥改造、农贸市场等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同时，大

力推进污水管网改造及改厕

工作，全体乡村干部进村入户

加强宣传引导、 攻坚克难，截

至

6

月

4

日，已完成

1795

户，

完成率达到

74%

。 该乡紧紧

围绕“ 村村有基本项目，乡乡

有特色项目”要求，对照村级

经营性收入目标，各村均已完

成了

30-50

亩村级集体土地

的流转， 全面签订了合作协

议。目前各村正在积极进行土

地平整，瞄准产业、按时布局，

加速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 苏家福 卢日光）

铅山讯 日前，当你走进铅

山县陈坊乡万年村白马洲田畈

时， 就会看到这里处处都是一

番丰收的景象。在这片

80

余亩

的蔬菜种植基地里， 碧绿的枝

叶间挂满了诱人的果实。 正在

田间采摘的村民们脸上， 个个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 扶贫扶长远， 长远靠产

业”。

2019

年底，在乡党委、政

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万年村党

支部转变扶贫理念、创新扶贫

模式、延伸扶贫服务，结合当

地实际大力发展扶贫产业，走

上了一村一品抱团发展的新

路子。该村组织全村贫困户入

股成立蔬菜种植合作社，筹集

资金

20

万元，流转土地

80

余

亩，通过种植无公害茄子和辣

椒，并做成铅山特色食品“ 茄

子干和辣椒干”， 预计年产值

达

40

万元， 让贫困户户均增

收

2000

余元。另外，合作社还

雇佣了十多个贫困劳动力在

基地工作，不仅使贫困户学到

了蔬菜种植管理技术，还提高

了家庭收入。

“ 今年

80

亩，只是初期尝

试阶段。 今年种好了，接下来

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吸收更多的贫困户，让他们都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万年村

党支部书记刘春旺如是说。

（ 苏家福 邱辉）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车间、会议室

变直播间，出口经理、业务员变主播，“面对面”变“屏

对屏”……办了

60

多年、

100

多届的广交会，今年顺

势而“变”，被整体搬上了“云端”。 变换了打开方式的

广交会，让人耳目一新，也期待满满。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

济造成了冲击，也让全球贸易遭遇重挫。 在这样的背

景下，举办“网上广交会”继续为中外客商提供重要

贸易平台做生意，是中国所需、世界所盼，也是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举措。 既有

利于外贸企业强信心、渡难关、保市场、保订单，也有

利于打通产销对接堵点，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为中外

企业创造更多的商机，进一步激活经济活力，合力应

对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不利影响。

“网上广交会”有新意显心意。 设置虚拟展区，提

供全天候网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服务；设

立全时空、强互动、可定向的

10×24

小时参展商专属

直播间，供采双方可即时沟通，互动交流；首次在网

上平台开设金融服务专区， 为参展企业定制专属金

融产品……“网上广交会”呈现新平台、新技术、新内

容、新营销、新服务、新机遇等六大突出亮点，摒弃对

传统模式的简单复制， 不仅为全球客商足不出户谈

生意、做买卖提供了便利与服务，而且为网上洽谈、

网上办展、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提

供了发展机遇，可谓“新”意十足。 此外，本届广交会

更加注重帮助贫困地区企业“上线”开拓市场，对其

不设数量限制、不设门槛条件 、精准 “引流量 ”等做

法，传递着齐心协力助脱贫的信心和决心，可以说是

“心”意满满。

“网上广交会”把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 长期以

来，广交会一直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是助力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抢抓订单的重要平台。 “网上广交会”

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术，开“大门”、畅“渠道”，最大限度打破时空界限，最

大程度发挥平台作用，以全新的姿态走向全球市场，

释放出更加开放的信号。 尤其是在扩大与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方面， 本届广交会持续加大力

度。 “网上广交会”设立进口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的参展企业、参展产品数量占比分别为

72%

和

83%

。

产品主要涉及电子家电、建材五金、面料家纺、家居

用品、食品饮料等，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开拓中

国和全球市场。

“广交云上，互利天下。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

的贸易盛会，广交会首次创新性地在 “云端 ”举办 ，

是应对当前疫情影响的创新之举。 未来，期待更多

传统展会插上“互联网

+

”翅膀 ，走出线上线下办展

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在促进国内贸易 、全球贸易中

发挥更大作用。

（ 宋燕）

6

月

12

日， 铅山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

葛仙山镇大田村谢家湾

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

向大家介绍了红十字运

动的起源、发展、主要工

作，并结合近年来发生在

身边的案例，为大家讲授

急救理论知识，示范有关

心肺复苏的实际操作。

徐叶茂 摄

英 将 乡

环境大治理 乡村面貌新

万 年 村

蔬菜种植基地助贫困户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