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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织牢防溺水安全保

护网，日前，鄱阳县志愿者

协会田畈街镇分会在富田

水上乐园组织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活动， 传授防溺

水知识、开展游泳培训。

鄱轩 摄

“ 三色 ”产业助花林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孔臻

一 个 城 市 一 个 家 ， 上 饶 文 明 靠 大 家 。

要闻 责任编辑：邹萍艳

电话：

8292149

２０20

年

8

月

23

日 星期日

2

房 地 产 市 场 整 治 要 “ 真 亮 剑 ”

信 江 时 评

花林村是德兴市“ 十三五”省级贫困村，全村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65

户

173

人，如今绝大部分贫困户都脱

贫了，仅有

3

户未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低至

0.32%

。 用

老百姓的话说就是“ 路好水清，树绿田肥，自己的腰包

更鼓了，现在的花林全变了。 ”

花林的变化得益于我市脱贫攻坚的顺利实施 。

2015

年，市委统战部驻村帮扶花林村，花林迎来了发

展新机遇。驻村工作队与村“ 两委”共同谋划，从薄弱的

基础设施着手，实施了村庄的硬化、绿化、亮化，并对各

自然村危旧房进行改造，逐步改善人居环境，给村民的

生活提供保障。

这只是开始。驻村工作队深知，大力发展产业才

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红色、黑色、绿色“ 三色”产业

在村里有着良好基础。 结合当地实际， 工作队和村

“ 两委 ”商量 ，决定因地制宜发展“ 三色 ”产业 。 广财

山革命旧址群就在该村， 该村成立了德兴市广财山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对广财山革命旧址群进行了修

缮维护，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为股本，将全村

60

户贫困户全部纳入成为公司股

东，实现年底有分红。村里原来有个光胜黑木耳合作

社 ，驻村工作队争取上级资金

20

万 ，扩大合作社基

地规模 ，扩种香菇 、灵芝等黑色有机食品 ，基地发展

顺风顺水。去年，每户分红不低于

400

元。不仅如此，

工作队还整合社会资金

70

余万元打造了花林扶贫

绿色产业基地 ，种植马家柚 、蓝莓 、西瓜等绿色有机

农产品。去年，基地销售收入

10

万余元，贫困户户均

增收

1000

多元。 村民宋荣兵告诉记者，他原先是个

贫困户，基地建成后，他在基地剪枝、下肥，村里还给

他妻子解决了公益岗位。 通过村里的帮助和自己的

努力，他家去年成功脱贫。

驻村工作队还鼓励村民自主创业，勤劳致富。贫困

户沈炳财因一场大病花光所有积蓄， 连家里的房子也

变卖了。 驻村工作队得知这一情况，经常到他家走访，

宣传最新政策，鼓励他树立信心，在山上创建了一个养

殖鸡鸭基地。“ 村干部经常为我吆喝，帮助拓宽销售渠

道，减轻了我后顾之忧。我的几千只鸡鸭不愁销路。”如

今的沈炳财一改往日的愁容，见人总是喜滋滋的。

在“ 三色”产业的强力支撑下，花林村

2019

年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

连日来， 四面八方的游客

纷纷来到铅山县天柱山乡避

暑。 该乡味好质优的扶贫蜂蜜

更是深受游客的青睐， 成了他

们返程的必备“ 伴手礼”。

天柱山乡紫源村贫困户王

先龙是天柱山“ 养蜂团队”中的

一员，拿着自家产的蜂蜜，王先

龙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 土蜂蜜，不愁卖。 ”

6

年来，王

先龙靠着养蜂不仅顺利脱了

贫，还修缮了自家的旧房，为自

己添置了一辆摩托车。

王先龙是一名残疾人，自

幼听力不好，体弱多病，只能断

断续续打零工赚钱， 一家人住

在一间老屋子里， 生活拮据。

2014

年 ， 王先龙一家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党和政府

的帮扶下，原本对生活有些泄

气的王先龙重新拾起生活的

信心。王先龙曾给别人养过一

阵子蜂 ，有技术 ，加上帮扶干

部及村干部的鼓励，他决定利

用特长自己搞蜜蜂养殖。“ 我

总不能只靠政府养，我双手还

能干！现在城里人都喜欢我们

山里的土蜂蜜，肯定能行的。 ”

王先龙说，“ 我的目标就是一年

赚个一万元！ ”

有了目标就有了干劲，王

先龙为了自己的产业， 不怕苦

不怕累， 他的养蜂产业就这样

慢慢地发展起来。养蜂后，王先

龙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

新，他笑着说道：“ 我养蜂，不仅

能卖钱， 政府还给我一桶蜂补

助

100

元，连种菜政府都补钱，

真是越做越有劲。 ”

2016

年，王先龙靠卖蜂蜜

实现了自己的小目标： 一年赚

一万元。这一年，王先龙顺利脱

了贫。但脱贫还不够，他又给自

己定下了新目标， 就是装修房

子、买一辆摩托车。他变得更努

力了， 不仅养蜂， 还帮人砍毛

竹、摘粽叶。

2019

年，他的收入

达到了

18000

元。今年，他用自

己的积蓄装修了房子， 还为自

己购置了一辆摩托车， 再次实

现了自己的目标。“ 我又有新的

目标了，就是盖一栋新房！ ”王

先龙满脸笑容， 养蜂这甜蜜的

产业， 让他的生活变得像蜜一

样甜！

（ 陈万民 舒诗慧）

铅山讯 今年以来，铅山县

人社局加大企业稳岗支持力

度，全力保就业惠民生促发展，

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落实社会保险减免政策，

明确减免范围、 方式和经办流

程，全年预计为企业减负养老、

工伤和失业保险共计

8184

万

元。截止到

6

月底，共计发放稳

岗返还补贴

104

万元， 惠及参

保企业职工

4181

人；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

11582

万元， 其中扶

持个人创业

9662

万元、扶持小

微企业

1920

万元，共计带动就

业

1373

人次；开展企业职工岗

位技能培训 、 创业培训惠及

1602

人；开展职业农民工技能

培训、 农业生产提升培训惠及

141

人。

为破解县工业园区企业用

工难题， 完善企业招工帮扶机

制，充分挖掘本地劳动力资源，

促进全县劳动力就近就业，结

合县工业园区实际， 制定了工

业园区招用工专项方案。加强与

工信、 发改等部门的信息共享，

及时掌握规上企业的复工复产

用工情况，引导企业及时将缺工

数量、缺工岗位信息、用工要求

等报送给就业局， 及时向乡镇

（ 中心）发布缺工招聘信息。

（ 苏家福 徐辉）

广丰讯

8

月

12

日晚 ，广

丰区横山镇前洋村老佛堂自然

村一派热闹， 乡亲们早早吃过

晩饭，就搬来板凳，参加秀美乡

村建设集资座谈会。座谈会上，

村民们带着争做秀美乡村建设

参与者的热情， 一起描绘美丽

村庄发展蓝图。

据了解， 前洋村位于广丰

区横山镇东南部，东临上孚村，

南临沙田镇十六都村， 西靠东

山村和龙潭村，北临廿三都村，

辖区面积

5.6

平方公里， 其中

民风淳朴的老佛堂自然村共有

164

户

710

人。 前洋村“ 两委”

结合老佛堂自然村本地实际，

借着全镇全力推动秀美乡村建

设的东风， 带领部分群众外出

参观学习，开阔眼界。群众建设

家园的积极性高涨，

61

户村民

已自觉拆除自家的“ 空心房”

“ 危旧房 ”或“ 违章房 ”约

2700

多平方米； 自发成立了村民理

事会， 发动本村村民积极筹资

筹劳建设秀美乡村。

“ 美化村庄环境是一件大

好事， 镇村干部真心实意为村

民办实事， 作为党员我第一个

支持。”

82

岁的老党员尹德木精

神矍铄，拍拍自己的胸脯，捐出

了

5000

元。 该村的乡贤们慷慨

解囊， 村民们根据自身情况捐

资……截至

8

月

18

日，共筹集

资金

125000

元，一笔笔资金体

现出来的都是浓浓的桑梓情。

本次筹资活动是该镇秀美

乡村建设的一个行动缩影。 下

一步， 该镇将继续严格落实上

级要求， 以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为契机，在倡导以“ 政府主导，

村民自治”的双循环模式下，提

升百姓建设“ 秀美乡村”的主人

翁意识，激发村民共创“ 幸福家

园”的建设热情，不断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 周真红 叶晔）

信州讯“

2016

年我刚进大

学时，政府就资助了我

5000

元，

这对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场

及时雨。而且区里的助学贷款政

策让我可以安心地读完大学，当

我学有所成的时候，我一定要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报社会。 ”

圆梦大学

,

杨慧心存感激。

杨慧是信州区茅家岭街道

四吉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国兴

与柯小英夫妇的三女儿。 一直

以来， 杨国兴夫妻因病无法干

重体力活，

2016

年， 杨慧顺利

考上中南大学， 可是面对几千

元的学费和在校的生活费，杨

国兴夫妇束手无策。这时，四吉

村驻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时了

解到了杨国兴的难处， 驻村第

一书记周贻洪立即告诉杨国

兴 ：“ 我们国家有好的扶贫政

策， 你这样的情况可享受专项

资助政策。 ”申请了教育扶贫资

金，让杨国兴夫妇俩一颗悬着的

心放下了。 杨慧如愿上了大学。

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成长历程

锤炼了杨慧，自强自立、永不服

输的性格也更加坚定了她战胜

困难、立志成才的决心。 在大学

学习成绩优异的杨慧，现选择在

中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信州区， 像这样通过自

己努力加上政策帮助成功圆梦

的事例还有很多， 例如家住西

市街道庆丰村的刘嘉敏， 也是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今年成

功考取了南京理工大学研究

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区领

导上门为刘嘉敏送去奖学金。

刘嘉敏感动地表示， 一定会继

续努力，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

会，用所学建设家园。

（ 徐志成）

要买热销盘，先交“茶水费”，借着房子热销，浙江

嘉兴

10

名楼盘销售人员动了如此“歪脑筋”。 个人一度

获利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后，这些利令智昏的销售

人员最终分别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

事责任。

这些年来，房地产销售的“怪现象”不时见诸报端：

“茶水费”“诚意金”“号子费”……巧立名目的变相加价

屡禁不止；新房变二手、天价精装修、捆绑车位……各

种销售“套路”也是五花八门。

这些乱象背后， 实则是开发商、 从业者穷尽办法

“玩变通”“钻空子”； 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地

方，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执法仍然存在懈怠和缺失。

以本案为例， 涉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之所以被

曝光，并最终受到惩处，是因为开发商管理人员听说自

己的楼盘存在这种违规违法销售、 公司的利益被侵占

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仅仅依靠企业自查自净恐

怕还不足以完全禁绝这种违法违规行为。

试想如果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开发商授意， 甚至

组织销售开展的“业务”，一方面会使得违法违规行为

更具隐蔽性；另一方面，按照以往的处理结果来看，如

果房产公司被有关部门查实违规销售， 后续受到的可

能也只是限期整改、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 相较于潜在

的巨大利益，这样的处罚显然过轻。

中央三令五申“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下，一方面

相关房地产企业要打消投机炒作的想法， 把重心放到

产品品质、客户服务上来，对销售团队的违规违法行为

要敢于自查自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房管的相关

职能部门要敢于“亮剑”。 尤其是在部分城市楼市热度

不减、市场信息披露不健全等客观情况下，房地产市场

买卖双方仍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很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近年来，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的法律法规、制度办

法不胜枚举，但真正要让法律法规长出“牙齿”还得落

实于执行。 针对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不时抬头的违法

违规行为，相关部门要切实采取信用考评扣分、公开曝

光、列入行业黑名单、取消网签资格等措施，真正用好

联合惩戒“组合拳”，刹住市场的不正之风。 （ 吴帅帅）

防 溺 水 教 育

8

月

19

日，万年县苏桥乡举办集产

品推介、文化交流为一体的葡萄节活动。

开幕式上，苏桥板凳龙灯上场表演，营造

出热烈的气氛，随后，葡萄丰收舞、葡萄

擂台赛、葡萄绕口令开胃大赛、拔河比赛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吴青华 朱文新 摄影报道

养蜂谋增收 生活比蜜甜

铅山加大扶持力度帮助企业稳岗

前洋村民“众筹”宅改美化家园

信州：教育扶贫助贫困生圆大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