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9

日下午， 上饶市第一中学在茶山校区操场举行了

2022

届高三学生成人仪式暨毕业典礼，庆祝高三学子顺利完

成学业，也为他们即将开始的人生新征程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高三年级师生及部分学生家长参加典礼。 记者 戴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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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返乡创业 “领跑”生态养殖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我市举行 “全民健身·幸福上饶 ”

体 育 ＋ 工 会 战 略 合 作 签 约 活 动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

任晓莉报道：

6

月

10

日， 由市体育

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 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

70

周年

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 全民健身·幸

福上饶” 体育

+

工会战略合作签约

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吴曙，副市长祝美清出席并为“ 一

个中心、两个驿站”揭牌、授牌。

为满足全市职工需求新变化，

落实竭诚服务职工宗旨， 市总工会

与市体育局共同探索， 形成此次体

育

+

工会的战略合作。 双方本着“ 部

门搭台、建行出力、商家让利、职工

受益”的原则，成立“ 上饶市职工健

身普惠服务中心”和“ 上饶市职工健

身普惠服务驿站”，通过开展系列职

工活动，带动职工健身，为广大职工

带来实惠和福利。

“ 因为环境好，养出的鸡体格

健壮、肉质细嫩，鸡蛋口感鲜香，

深受市场欢迎。”在余干县三塘乡

新桥村初之心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 负责人程军辉正与工人一起

将乌鸡和鸡蛋分别装进设计精巧

的包装盒中，准备发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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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程军辉去过陕西、闯

过福建，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

企业营销负责人，年薪超过

20

万

元，并在福建安家。

“ 每次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

我就在想 ， 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呢？”程军辉逐渐产生了回乡创业

的想法。

村里有闲置的土地、林地，加

上农村空气、 土壤无污染、 水质

佳，程军辉选择了发展生态养殖。

“ 回家养鸡？ ”程军辉的家人一开

始很不理解： 一个农村小伙好不

容易在城里扎下根来， 为什么又

要回到农村？

“ 我做销售和规划，我哥负责

养殖和技术。”家人的反对并没有

打消程军辉创业的念头。

2018

年

10

月，他和堂哥程列辉带着多年

的积蓄从福建回到了新桥村， 投

资

100

万元 ， 流转土地

200

余

亩， 创办了初之心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 白天， 程军辉和程列辉

搭鸡舍、 建围栏； 晚上， 兄弟俩

则在网上查阅学习生态养鸡技

术。 之后，兄弟俩还去了安徽、湖

北等地考察生态养殖场， 学习生

态种养技术。

买材料、搭鸡舍、种稻谷……

每一步，都得靠自己。 然而，一开

始就遇到了不小的挫折。 当鸡长

到两斤多时， 眼看就可以出栏销

售了，但因为经验不足，部分鸡因

病突然死亡。“ 当时农场不仅没什

么收益，还在不断增加投入，孩子

读书也需要花钱， 真的很苦、很

累。 ”即便如此，程军辉没有想过

放弃。

开弓没有回头箭， 程军辉到

江西农业大学请来专家， 创新养

殖方式，降低养殖成本，努力学习

乌鸡养殖和疾病预防知识。 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

4

年多的努力，

养殖场的鸡苗成活率达到

92%

以上，存栏乌鸡

1

万余羽，还建成

了雏鸡孵化室实现自繁自养，孵

化了新品种芦花鸡， 年产值

100

余万元。

现在， 程军辉的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建设了有机稻、 赣南脐

橙、 马家柚、 有机蔬菜等基地，

打造成为集农产品供应、 水果采

摘、 休闲垂钓、 亲子娱乐等于一

体的综合农场。 “ 秉承绿色健康

有机的理念， 打造农场的每一款

高品质农产品及体验项目， 让游

客吃得放心、 玩得开心。” 程军

辉说， 经过几年的经营， 农场有

了一定的规模， 下一步就是扩大

基地面积， 让村民一块入股， 到

基地务工、 分红， 带领群众一起

增收致富。

（ 韩海建 吕玉玺）

玉山讯 近日，连续强降雨天

气导致部分农作物被淹， 为了减

轻农民、农业企业损失，玉山县农

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 察看农作物受灾

情况，制定相应补救措施，现场指

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 最大程度

减少群众损失。

“ 大棚要进行降温、除湿、通

风，同时要尽快打杀虫剂，防止炭

疽病害的发生， 并且要追加叶面

肥来补充营养， 无法恢复生长的

植株， 要及时拔除补种。 ”

6

月

6

日上午， 在六都乡小番茄基地笔

者看到， 农技人员正在现场查看

小番茄受损情况， 为种植户提供

科学的技术指导。

“ 此次强降雨导致我们基地

1000

亩小番茄全部被淹，虽然前

期已经采摘了部分 ， 但是还有

400

多亩正处于丰产期。 ”基地负

责人毛小飞说，“ 有了农技专家的

指导，部分植株还是能抢救回来，

这让我放心了很多， 也更坚定了

我种植的信心。 ”

“ 目前各类农作物正处田间

管理关键时期，下一步，我们将积

极组织农技人员做好大雨过后病

虫害监测预警， 及时制定分类技

术指导意见，抓好排涝降渍、科学

追肥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关键环

节的技术指导， 为农作物丰产丰

收提供保障。”玉山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说， 该局将及时与保

险公司对接， 协助种植户办理理

赔申报， 最大程度减轻种植户的

损失。

（ 朱恬怡）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 见习记者任克祥报道：

6

月

10

日上午， 记者从

2022

年上饶市“ 安全生产

月” 活动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

6

月是

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我市以“ 遵守安全生产

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为主题，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

列活动。

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 我市开展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 推动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落实活

动； 开设安全知识“ 大讲堂”， 组织开展安全风险

防范“ 大家谈” 活动； 开展基层综合应急演练活

动； 组织开展“ 井冈山安全发展论坛” 活动； 组织

开展安全隐患“ 随手拍”活动；开展应急科普讲解大

赛及获奖作品转播活动；开展安全宣传与实践双“ 五

进”活动；开展“ 安全生产万里行———赣鄱行”活动；

开展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知识有奖问答活动。

6

月

16

日上午， 市安委会办公室、 市应急管

理局还将同信州区安委会、 信州区应急管理局在市

中心广场举行

2022

年“ 安全生产月” 咨询日活动。

届时， 市、 区两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将在市中心广场

摆摊设点， 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解答疑难问题；

举办上饶市应急管理改革三周年巡礼图片展， 播放

《 生命重于泰山》 电视宣传片， 加强安全生产宣传。

活动期间， 我市将把“ 安全生产月” 和“ 安全

生产万里行” 活动与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巩固提升”、 集中

攻坚和解决当前安全发展、 安全生产的热点难点问

题结合起来； 与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复工复

产安全防范、 安全风险防范大宣传大实践等各项工

作结合起来， 与推动落实各方面安全生产责任结合

起来， 达到以活动促工作、 以活动保安全的目的。

本报讯 记者王调翁报道 ：

6

月

10

日，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

到 ，

6

月

11

日晚至

13

日我市将

有一次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过

程累计雨量

70

至

110

毫米，局部

可达

200

至

300

毫米，雷雨来时，

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

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月

11

日白天全市多云，局部

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阴有中雨或

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

12

日全市

阴有大到暴雨或雷雨，部分有大暴

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3

日白天南

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北部

阴有小到中雨； 晚上南部小雨转

阴，北部阴天多云；

14

日多云。 市

气象台提醒， 因

11

日晚至

13

日，

我市降雨强度强、 累积雨量大，发

生流域性洪水、山洪、城乡内涝的

风险较大， 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前期持续降雨天气已致使部分地

区土壤饱和或过饱和，发生地质灾

害的风险高，需加强灾害隐患点的

监测、巡查、排险，及时转移受威胁

地区群众。目前我市江河湖库水位

较高，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务必密

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与当地气象预

报预警信息， 特别要做好山塘水

库、病险水库等防汛调度工作；本

次过程具有较强的对流特征，需

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 雷电等天

气对生产安全、 交通运输和旅游

等的不利影响。

本报讯 苏园林 记者蔡晓军 见习记者任克祥报道：

“ 万村乡的河水，一定要通过规划引水。 ”“ 万村学校门口

的道路太窄了，许多家长开车接送孩子非常不方便，能不

能通过规划把这条道路拓宽” ……近日， 德兴市万村乡

“ 好商量”协商议事第二次会议召开，专家代表、政协联络

组、相关单位负责人、政协委员、利益相关方群众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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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齐聚一堂，围绕“ 美丽集镇建设”中百姓关注的焦

点、热点、堵点问题展开协商讨论。

为充分激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赢得群

众支持， 乡党政工作人员前期进行了调研走访、 议题征

集， 确定将美丽集镇建设规划交给群众来协商。 议事会

上，设计专家通过幻灯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大家展示

集镇建设前期规划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与会人员听得认

真看得专注，围绕议题各抒己见，有人提出疑问，有人提

出建议，有人进行解答。

“ 规划图中菜市场和休闲广场， 应该贴近生活实际，

把老百姓的出行便利考虑进去。” “ 集镇建设年代久远，

项目规划和基础设施要与时俱进。” ……家住集镇沿街

的居民戴学东竖起大拇指： “ 政府要搞集镇改造， 这是

一件大好事， 环境搞好了， 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更顺心

了，我们肯定要支持的。 ”议事现场，经过多次协商，大家

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开展美丽集镇建设， 百分百

支持党委政府在美丽集镇建设中开展的征地拆迁、 拆路

障工作。

“ 我们的规划方案不讲求‘ 高大上’，但一定要贴合实

际、 功能齐全、 便民高效。” 在场的乡党政负责人表示，

“ 集镇面貌是万村的‘ 名片’， 也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乡里将根据群众建议，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统筹各

方力量，逐步实现目标任务，向群众交出一份厚重的‘ 万

村答卷’。 ”

万村：“好商量”商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11 至 13 日又有一波暴雨来袭

6

月

8

日， 广信区金融办工作人员在旭日广场向过往群众发

放养老领域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单。 该区多形式开展养老领域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 提高群众防范金融风险能力， 着力维护群众切身

利益。 黄宗振 摄

反复叮嘱你 守好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