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群山环抱中的万年县陈营镇余源村，因地制宜，通过“村集体（合作社）

+

养殖户”的模

式发展特色养殖业，实现村集体发展和养殖户增收的双赢。 目前该村山羊、肉鸡养殖已初具

规模，预计今年将带动村集体增收

30

多万元。 陈宁 摄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铅山讯 千年古镇铅山县石塘镇，针对境内

古建筑多的实际， 采取“ 保护性修缮和活化利

用”等方式，让这些古建筑重焕生机，既提升了

古建筑价值，又促进了乡村振兴。

该镇按照“ 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 、产权不

变、限时改造、政府补助”的原则，全面启动古

建筑及革命旧址的保护与活化利用。 对古建筑

实行有效分类 、区别对待 、坚持完整性 、真实

性、延续性的修缮原则；对文物建筑、价值较高

的古建筑不拆除，只进行维修排危保护 ；对清

末明初建造的民居建筑，采取保存外壳 、整修

内部的办法，保持原有风貌；与古镇风貌不完

全协调的建筑则按规划要求， 通过降低高度、

屋顶平改坡、立面开式改造、外墙材料和色彩

调整等方式进行整合改造。

该镇通过提升环境培育旅游新业态。 通过

农家乐、 休闲旅游和民宿的发展促进古建筑

活化利用，让古建筑增值，实现乡村旅游与古

建筑保护的良性互动发展双赢 。 充分依托革

命旧址及其环境空间举办原状陈列和辅助陈

列，做到有址可寻、有史可讲、有话可说，并采

取编辑图片、资料汇编等传统宣传与

APP

、微

电影 、电视专题片 、

H5

、抖音等现代媒体宣传

相结合的方式， 增强革命历史文化传播的互

动性和体验性， 使观众深刻感悟革命历史文

化的精神魅力。 被评为“ 中国传统古村落 ”的

石塘村，经过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后 ，去年旅

游人数突破了

3

万人次。

（ 杨扬 何珺）

张村乡发展苗木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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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

者任晓莉报道：

3

月

27

日，市旅游

产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暨文旅产

业链工作推进会召开。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蒋丽华出席并讲话 ，副

市长王勇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

2021

年全市旅游

工作情况 ，审议了《

2022

年全市文

化和旅游工作要点》《

2021

年度旅

游产业发展工作先进单位》《 加速发

展“ 大旅游”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工

作组成员名单》《 上饶市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奖励办法（ 试行）》等。

就如何进一步抓好旅游产业，

蒋丽华强调 ， 各相关部门要凝聚

共识 ，坚定信心 ，形成坚强合力 ，

全力推进全市旅游高质量发展 ；

要修炼内功 ，提质服务 ，进一步提

升 完 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和 旅 游 业

态 ；要多措并举 ，争创品牌 ，加快

项目推进 ，出台扶持举措 ，为全市

旅游市场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要

呵护上饶旅游业金字招牌 ， 积极

争创各级各类旅游品牌。

全市旅游产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暨文旅产业链工作推进会召开

蒋丽华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求昊 德初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任晓莉

报道：“ 有了这个苗木基地，不仅让我家脱了贫，还为

今后增收提供了保障，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阳春

三月是植树造林好时节， 在德兴市张村乡荣兴苗木

张村育苗基地， 当地脱贫户黄水荣正和其他村民将

一棵棵如玉香樟和盛赣香樟树苗从营养钵里取出，

然后浸下生根粉，再打成捆准备发往外地。

近年来，张村乡乘脱贫攻坚政策的春风，利用优

越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苗木产业。 荣兴苗木基地的

建成为张村乡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我们荣兴苗木主要是致力于乡土树种的培育，

以驯化为主的一家苗木公司。 同时，充分利用江西省

内唯一的快繁中心这个平台， 从乡土树种里面发现

一些不同的变异株，然后培育成新品，不断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 ”基地负责人周卫荣介绍道。

据悉，该公司以科技为依托，在中科院植物研究

所、浙江大学等多位知名植物学专家的指导下，已建

有

6

个集生产、销售、研发、示范等功能为一体的现

代化苗木研发生产基地，占地总面积近万亩。 在此基

础上，张村乡党委、政府依托该龙头示范基地，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以“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

户”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 、资金 、劳力入股等方

式，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激活群

众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实

现了公司与农户的双赢。 此外，在乡党委、政府的推

动下，店前村委会整合资源资产，以资金入股的方式

入股该基地，每年可分红

3-5

万元，进一步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

“ 我今年

65

岁了，干不了什么重活，在这主要负

责除草、剪枝、喷洒农药等，每年能挣

3

万块钱呢，日

子越过越好了，特别知足。 ”在基地打工的农民罗花

香笑得合不拢嘴。 截至目前，该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就

业

200

余人，其中脱贫户

40

余人。

苗木花卉产业不仅带来了高利润， 也带来了好

风景。“ 近年来，我乡在推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

过程当中，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 高效种养

+

绿

色发展

+

现代农业’的模式，大力发展了花卉、苗木，

果蔬等农业产业的种植，实现了种、产、销等一体化

的经营。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龙头，依托美丽集镇

建设，创新打造‘ 基地

+

研学

+

旅游’产业模式，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观赏， 真正实现乡村美化与致富增收并

行。 ”张村乡有关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道。

每到三月， 广信区

湖村乡茗洋关水库水位

消落带， 数百亩紫云英

沐浴着春风蓬勃生长 ，

远看像铺在地上的紫绿

相间的地毯，蔚为壮观，

成了市民踏青春游的好

地方。

艾世民 摄

玉山讯

3

月

24

日下午， 一辆

载满姜宅红糖的货车驶入玉山县公

安局大院， 玉山县文成街道姜宅社

区红糖产业带头人姜敏和脱贫户代

表将

600

多份包装精美、 用料扎实

的红糖送到县公安局工会负责人手

中。“ 我代表所有农户，感谢你们对

姜宅红糖的帮助， 这次真的帮了我

们一个大忙！”姜敏对县公安局的消

费帮扶举措表示感谢。

姜宅红糖是玉山家喻户晓的产

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

近四百年的历史。 它由传统加工方

法榨制而成，呈嫩黄而略带红色，凝

结如石，破之如沙，味鲜甜而略带清

香，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红糖产业更

带动了周边数百名群众实现脱贫，

是当地重要的脱贫产业。 但今年由

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往年供不应

求的姜宅红糖出现了销售难， 库存

积压红糖达

6

万斤。

得知姜宅红糖这一脱贫农产品

出现销售困难后， 玉山社会各界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 积极响应消费帮

扶政策，通过线上线下帮销、帮购等

方式破解红糖销售难题，呈现出“ 多

方合力、多种渠道、多惠快销”的火

热场面。 据了解，在短短数日里，姜

宅红糖已经卖出

2

万余斤， 解决了

姜宅红糖的燃眉之急， 为该脱贫产

业发展增加了动力， 巩固了脱贫攻

坚成果。

“ 在三清故事帮扶馆，我们特别

设立了姜宅红糖销售专区， 让进门

消费的顾客一眼就可以看到。”三清

故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燕

红在了解情况后主动参与到红糖助

销的行动中，“ 接下来， 我们也会和

姜宅红糖一起通过电商直播等方

式，进一步扩展销售渠道。我相信凭

借优惠的价格和优秀的品质一定可

以让姜宅红糖越卖越好。 ”

现在， 文成街道姜宅农产品合

作社再次恢复了热闹繁忙的劳作景

象，工人们忙着打包、贴标签、装袋、

搬运，一块块用料扎实、甜蜜醇厚的

红糖变成了一份份包装精美的红糖

礼盒， 将这一份甜蜜送到每一个消

费者的手里。

（ 汪诗逸）

余干讯 余干县社赓镇折都村

刘家小组很多群众反映水渠塘坝损

坏，农作物灌溉困难，希望政府能够

解决。 余干县社赓镇听到群众呼声

后， 组织驻村干部第一时间到田间

地头察看情况， 联系施工队伍进场

施工，修复水渠塘坝涵管。

“ 如果田里的水都没有，老百姓

怎么能安心种水稻？ 我们干部要帮

群众解决后顾之忧， 这样才能真正

抓好春耕生产。”余干县社赓镇有关

负责人说。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渠

道是百姓的“ 生命线”，社赓镇对水

利沟渠和灌溉塘坝，加大投入力度，

进行清淤、疏浚、维护和修整，方便

群众灌溉农田。

3

月

19

日，笔者在社赓镇折都

村刘家小组看到， 大型挖掘机正在

挖土，一旁的工人在搅拌砂石，施工

现场十分忙碌。 前来查看工程进度

的社赓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由于部分耕作区水利沟渠老化、年

久失修，导致渠坝、塘坝涵管淤塞缺

漏，水资源流失，水利功能降低，严

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 今

年以来，社赓镇主动担当作为，通过

自筹资金

20

多万元，用于部分村组

灌溉水渠和塘坝涵管清淤、 修缮加

固、扩建等项目，目前有

9

个在建工

程项目，涉及农田

1000

余亩。

“ 由于缺水，我们这里大部分农

户种植水稻的积极性一直受影响。”

说到这， 社赓镇折都村村民刘万幸

一脸无奈。

“ 水渠和塘坝畅通以后，满足了

我们农业生产灌溉需求， 为我们农

户供水促增收做了实事， 办了大好

事。 ”折都村村民刘阳名高兴地说。

同时，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把钱花在

“ 刀刃”上，社赓镇除了委托项目监

理单位进行工程专项监督， 还充分

发动村民小组长和村务监督委员会

成员等开展日常监督， 发现问题及

时反馈解决， 努力将项目建成民生

工程、良心工程，让人民群众满意。

（ 韩海建）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升级正当其时

信 江 时 评

全民健身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 ，也是

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进入

新发展阶段 ，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新机遇

和新挑战 。 近日发布的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 》），从

8

个方面系统提出了

29

项改革措施 ，对

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可谓

正当其时。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是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体育承载着国家

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运兴

则体育兴 。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 “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的目标 ，而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全民健身工作取得历

史性成就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 但

全民健身仍然存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 ，场地设施

布局不优 、载体不新 、质量不高 、社会力量参与不

充分等问题。 《意见》擘画了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迈向更高水平的新蓝图 ，为 “十四五 ”乃至今后

更长一段时期全民健身发展指明了方向。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也

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 。 当

前 ，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 ，健身需

求呈现出越发强烈 、日趋多样的发展态势 ，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从提供 “更多 ”向努力提供 “更好 ”

转变也是时代所需。

《意见 》从更灵活的体制机制 、更均衡的资源

布局、更绿色的健身载体 、更丰富的赛事活动 、更

广泛的群众参与 、更科学的运动方式 、更浓厚的

社会氛围 、更强大的要素支撑等八个维度提出若

干改革措施 ，明晰了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高在哪里 ”的问题 ，绘就了一幅全民健身新

蓝图。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还

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实质性

进展的重要内容 。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无

论是促进经济发展 ，还是丰富精神世界 ，体育都

有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身促进健

康，健康推动小康 。 全民健身 、全民健康 、全面小

康三者之间相互依托，相互支撑。 实现共同富裕，

全民健康是重要基础。 只有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体

魄，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共同富裕才更有意义。

目标已经锚定，蓝图已经绘就。当下我们唯有

奋勇向前、只争朝夕 ，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 》，高水

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方能建成 ， 体育强国 、

健康中国的目标定能实现。

（新华社记者 夏亮）

红糖一度销售难 玉山各界来帮忙

社赓 ：筹资 20 万修水渠保灌溉

缤纷紫云英 乡村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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