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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政策合力 稳住经济大盘

疫情防控知识

信 江 时 评

靠着“ 菜篮子” 鼓起“ 钱袋子”

孟夏时节，在余干县三塘乡三畈村蔬菜种植产业基地，

一座座鳞次栉比的蔬菜温棚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大棚

内，村民正在抢抓农时管护、采收黄瓜，呈现一派忙碌又喜

悦的丰收景象。 蔬菜大棚内暖意融融，阳光下朵朵黄花竞

相绽放、黄瓜藤蔓茂密覆盖脚面。

“ 这里的黄瓜品相好，瓜肉清脆爽口，微甜多汁，维生

素、微量元素含量高。我们经常一起来团购黄瓜。”在基地门

口，一名前来购买黄瓜的游客李先生说道，“ 绿色、有机、无

公害。 ”“ 咱们的黄瓜供不应求，一年下来，脱贫户就业都有

3

万元收入。 ”村委委员李玉英说。 三畈村的富足生活还要

从党支部领办种植专业合作社说起。

合作社成立前的三畈村，河沟坑洼、土地荒芜，户均收

入不过万把块，外出务工人员很多。

2021

年，村干部听在外

干工程的村民说起，外地有建设运营蔬菜大棚致富的路子，

便带领村“ 两委”、党员代表自费学习经验，回来后挨家挨户

做工作，规划土地流转、调地、大棚选址，然而一腔热情却遭

了闭门羹。

“ 村民们不敢交出自家的口粮地，村‘ 两委’成员带头拿

出自家地建了

5

个大棚，再根据本地条件选择种植黄瓜、西

红柿、草莓等蔬菜水果，给大伙儿做个表率。”村党支部书记

吴加想回忆，大棚初见效益后，他们又新建

10

个大棚，逐渐

摸索出一条“ 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业致富路子。

2021

年， 余干县加想种植专业合作社为扩大规模，提

升效益，村干部主动担保协调县农商银行发放贷款，每个大

棚的建设投入由

2

万元提高至

5

万元以上，保温墙、苫布、

保温棉、卷帘机、膜下滴灌等设备一应俱全。同时，合作社流

转了上坂村组、中坂村组、广宗村组共

400

余亩土地，将分

散的种植有机统合起来，建有标准日光温室

2

栋，黄瓜日产

量达到

4000

斤，全年黄瓜销售产值在

300

万元以上，形成

了可观的规模效益。

今年

43

岁的吴秀秀是三畈村的脱贫户。 丈夫瘫痪在

床，儿子在外打工，拉扯孙子孙女所有的费用全部来自吴秀

秀在基地的务工收入。“ 在基地管理黄瓜一个月有

2000

多

元的收入。 ”吴秀秀说。

三畈村蔬菜种植产业基地有效地带动了附近村民增

收。目前，基地共有来自周边村民

50

余人，最忙的时候可达

到

100

人，工人的年龄段分布在

40～65

岁左右。

“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以发挥组织优势，有助于农业现

代化步子迈得开、路子走得稳。 ”三塘乡党委书记吴剑鸣表

示， 未来将进一步对接各合作社发展需求， 在产品品牌塑

造、电商渠道拓展、精深加工延伸等方面开展指导服务。

近年来，余干县三塘乡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推动规

模化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让农民依靠“ 菜篮子”鼓起“ 钱袋

子”，通过“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方式，助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黄瓜长势旺，生活似蜜

甜。

2021

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

10

万元以上，一条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振兴乡村产业的道路越走越宽。

（ 韩海建）

三塘乡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方式，推动规模化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

6

方面

33

项措施！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

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

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受国内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一些超预期因素影响，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许多市场主体运营困难。

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稳住经济大盘，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稳住经济大盘，关键要形成稳增长的政策合力。 前

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七大政策正在抓紧落地，

此次会议进一步部署的

33

项措施， 涉及财政及相关政

策、金融政策、稳产业链供应链、促消费和有效投资、保

能源安全、保障基本民生

6

大方面，政策涉及面广、力度

大、精度高，发出进一步释放政策合力的鲜明信号。

稳住经济大盘，需要“对症药”。 在更多行业实施存

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

1400

多亿元；将今年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取消

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通行限制，一律取消不合理限高等

规定和收费；做好失业保障、低保和困难群众救助等工

作……此次部署的一揽子措施， 不仅从宏观层面发力，

更从微观层面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有党中央高瞻远瞩、把舵定向，各部门各地区担当

作为、狠抓落实，一系列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政策效应正逐步显现。 同时，有关方面也在抓紧

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调控政策工具

箱工具仍然充足，完全有条件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熨平

经济波动。

可以肯定，当前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影响仍是阶段

性的、暂时的，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向好的良好态势不会

改变，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也不会改变。只要我们上下同心，真抓实干，认真落实落

细各项稳增长举措，汇聚稳增长的强大合力，持续激发

内生动力，就一定能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历经风雨

洗礼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 申铖 胡锐）

广信讯 义务保洁

30

年， 省吃俭用捐款

数万元，开荒

10

余亩田地种下“ 爱心菜”送给

附近的学校及孤寡老人……广信区皂头镇毛

埂村后洋自然村残疾人祝志财近年来所做的

事，在皂头镇已成为美谈。

右眼失明的祝志财今年

74

岁，他是皂头

镇毛埂村后洋自然村人。

2004

年起，祝志财

开始做义务保洁，每天清晨

5

点钟左右，他准

时挑着畚箕、 带着工具到自然村的街头巷尾

进行打扫，对村里的存量垃圾进行处理。

看到路上有坑，他拉一些土石填上；看到

村道两旁长了杂草，他自掏腰包买设备除草；

看到村民没有地方堆放生活垃圾， 他掏钱买

来垃圾桶放在村民家附近……这一坚持就是

30

年。 后洋自然村曾有一座“ 垃圾山”，祝志

财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起早贪黑，成功把

这座“ 垃圾山”清理了。

2014

年初，祝志财婉拒了镇村聘请他当

专职保洁员的待遇，仍然坚持做义务保洁员。

他说：“ 做这些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村里

多次聘请我做保洁员，我没同意，我自己就是

要义务做保洁。 ”

祝志财志不在财。 相反，十几年来，他省

吃俭用， 把收废品赚到的钱、 生日收到的礼

金，几乎都捐给了灾区、学校，用于公益事业

发展。

2015

年

4

月底，他在电视上看到发生地

震的新闻，电视画面中房屋倒塌的情景，深深

地触动了祝志财。他立即骑上单车，来到上饶

市红十字会，把自己收废品积攒的

2000

元钱

捐赠给了灾区。

2017

年

2

月，他再一次来到

上饶市红十字会， 把子女寄给他的生活费及

收废品积攒的

10000

元钱捐给市红十字会博

爱助学项目。

2020

年

3

月，他又把自己省吃俭用存下

来的

4000

元钱捐给了上饶市红十字会。

2021

年

8

月，听闻郑州发生水灾，他来到区红十字

会，向灾区捐赠

2000

元……

祝志财的爱心，不仅仅体现在“ 散财”上，还体现在“ 送菜”上。

2021

年开始，看到村里有许多田地抛荒，祝志财非常惋惜。 在征得

田地“ 主人”的同意后，他在数亩抛荒田地里种上各种时令蔬菜。他

把这“ 爱心菜”免费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蔬菜大量收获

后，他又骑着三轮车免费送到镇里、村里的小学食堂。

2021

年至

今，祝志财已为学校食堂及孤寡、留守老人送去白菜、豌豆、蚕豆、

芋头等蔬菜

2000

多斤。

“ 目前我身体健康得很，种种菜，把它送给需要的人，也算是为

社会做点贡献。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祝志财

笑着说。 （ 黄宗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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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讯“ 我们已进一步细

化全流程业务监管责任， 完善

了粮食企业内控机制， 对信贷

资金做到闭环管理。 统一规范

薪酬标准， 督促企业严格执行

公务接待标准……”日前，广丰

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

该区农业农村局， 跟踪督办粮

食购销领域整改工作时， 该局

负责人介绍道。

仓廪实，天下安。广丰区纪

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 将专项

整治、 专项巡察和粮食部门自

查相结合，同步融合纪检监察、

巡察和粮食业务部门力量，不

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

治。

该区纪委监委运用“ 室组

乡”联动监督机制，围绕粮食收

购、存储、销售等关键环节，先

后多次深入各涉粮单位、 国有

粮企、粮库开展督查检查，通过

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现场查验

等方式全面检视问题， 明确整

改责任人、整改时限，建立整改

台账，并跟进督办整改。积极推

动区农业农村局设立粮食综合

股及粮食执法中队， 建立常态

化监督检查机制， 努力破解监

管乏力难题。 督促区财政局加

强对基层粮库资金监管， 对国

有粮食企业开展清产核资。

专项整治以来， 共发现问

题

42

个，已整改到位

41

个，限

期整改

1

个， 发出纪律检查建

议书

1

份、监察建议书

4

份、工

作提示函

6

份， 督促制定完善

相关管理制度

16

项。

在做好专项整治的同时，

广丰区纪委监委积极深化警示

教育， 组织摄制粮食领域腐败

案件警示教育片， 在全区涉粮

领域开展“ 四会两书一查摆”警

示教育活动， 努力做到查处一

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

（ 潘春晖）

德兴讯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 日前，“ 红色故事进校

园，发奋学习传薪火”科普活动在

德兴市万村乡万村学校举行，活

动旨在加强青少年的艰苦奋斗意

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勉励学生铭

记历史、发扬革命传统、继承革命

事业、传承红色基因，发奋学习、

报效祖国。

“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德兴

第一个党支部就在你们万村乡大

田村成立， 中共德兴县委在应家

成立……”“ 我知道我知道， 我家

就在应家。”德兴市关工委报告团

副团长戴何彪老师用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的方式，为现场

50

余名

五年级的同学们讲述了方远辉烈

士如何在应家建立党组织、十八村

暴动打响德兴武装斗争第一枪等

发生在万村的红色故事。在生动地

讲述中带领学生们寻访万村的红

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感悟红色

精神的生生不息，给学生们上了一

堂精彩的红色革命历史课。在互动

交流环节，同学们热情参与，现场

气氛活跃， 加深了学生对党史、对

万村红色革命历史的认识。

活动现场， 与会人员为学校

捐赠了

100

余本儿童书籍， 并为

现场的同学们送出了暖心文具小

礼包。 （ 王有林 祝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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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横峰县各社区干部深入一线，指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现场向群众

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帮助群众提高防诈警惕性，守好“钱袋子”。 俞佳佳 摄

“反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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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位于广丰区的

江西富伟达科技有限公司

各条生产线正在紧张作

业，争分夺秒抓生产。该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模具设

计制造、 精密机械加工的

科技型企业， 全年的产值

目标为

2.3

亿元， 截至目

前已完成了

7000

万元阶

段性产值目标， 国际订单

达

1100

万美元。

潘栋 摄

争

分

夺

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