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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6

月

27

日晚上

10

点，在万年县

鑫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供港活猪装运点， 经上饶海关关员现

场检疫监装完毕的

117

头供港活猪踏上了奔赴香港的道路。

“ 入汛以来，我们饲养场在海关的指导下，对地势高

的栏舍开展了消毒净化和栏舍控温设备改造， 并把供港

活猪全部转移到这些栏舍， 避免了因汛期和高温天气导

致活猪供港不畅。 ”万年县鑫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饲养场

生产总监许小康介绍道。

近期，上饶海关闻“ 汛”而动，派关员驻点在猪场中，

加强现场巡检和疫情疫病监测，指导企业做好汛期防疫，

保障香港市场猪肉供应链稳定。 铅山县目前有

6

家在海

关注册备案的鳗鱼养殖基地，基地数量居全省第一。 入汛

以来，上饶海关多次派员到养殖生产一线，对企业生产管

理、水源清洁情况开展风险排查，同时督促企业做好高温

情况下对农兽药使用控制。“ 在海关的指导下，我们基地

加强了对养殖用水清洁的管控， 避免汛期地下水上涨导

致的污染。 ” 江西建鑫水产养殖场安全监督员小程介绍

道。 据了解，截至

6

月底，我市鳗鱼养殖基地共为加工出

口企业供应鳗鱼

1300

余吨，目前养殖供应链稳定。

为促进全市农食产品扩大出口， 上饶海关积极利用

“ 线上

+

线下”模式了解企业困难，开通出口农食产品绿色

通道，实施提前预约报检、即报即放，全力保障辖区农食

产品通关驶上快车道。

上饶海关防汛情战高温保障农产品出口

政府倾心扶 企业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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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是亿万人民的

共同心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是党和国家重大制度创新，是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关心督察工作，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为督察工作掌舵定向。从

2015

年底试点

至今， 督察工作始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制度刚性和权威， 夯实了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

任，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助力经济社会绿色

转型发展，成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下转第二版）

为 了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实

新华社记者 高敬 黄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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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日前， 市委书记陈云先后

到弋阳县、 横峰县调研弘扬方志敏精神工作。 他强调，

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 进一步筑牢信仰之

基、 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 让方志敏精神在新

时代绽放新光芒，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蒋丽华， 市委秘书长孔先锋陪

同调研。

在方志敏纪念馆展陈提升施工现场， 陈云详细了解

施工进度， 并来到展厅察看了解各功能区块布局及陈列

布展情况， 现场提出指导意见。 陈云要求， 各有关部门

和施工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展陈提升工作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明确责任、 倒排工期 ， 做到统筹谋划 、 系统考

虑、 注重细节， 全力加快建设进度， 让改造后的方志敏

纪念馆早日与群众见面。

方胜峰会议是方志敏、 邵式平、 黄道等人在弋横革

命根据地生死存亡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沿着崎岖

的山路， 陈云来到方胜峰会议旧址 ， 从讲解员的解说

中， 亲身感悟当年革命的艰险和方志敏等革命先烈英勇

无畏的精神。 陈云说， 在“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 打造

现代化大美上饶” 新征程中， 我们要向方志敏等老一辈

共产党人学习， 紧紧抓住信仰坚定这个根本， 增强政治

定力， 强化宗旨意识， 树立担当精神， 永葆共产党人的

精神品格。

陈云还来到横峰一大旧址、 弋横暴动旧址、 黄道故

居等地， 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革命先烈。 一段段往事追

忆方志敏革命的一生， 一幅幅图片展示信仰与信念的力

量……陈云边看边听， 再一次感悟不朽的方志敏精神。

他说， 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深切缅怀方志敏烈士、 弘

扬方志敏精神， 就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 坚定

理想信念， 坚持创新创造 ， 以更高的标准 、 更严的要

求、 更实的作风， 切实担负起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历史使命。

调研中， 陈云强调， 方志敏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 争做方志敏精神的时代传人是上饶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 。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 要大力传承红色基因， 用革命精神激励担当作为，

扎实工作， 奋勇前行 ， 不断加快 “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

市、 打造现代化大美上饶” 新征程。

调研期间， 陈云还考察了弋阳县葛河流域乡村振兴

示范带， 对该县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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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

在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革命先辈们

慷慨赴义、向死而生，用赤诚和生命为革命

而战，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

诗，铸就了融入血脉和灵魂的红色基因。

作为方志敏精神的发源地， 我市积极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把方志敏精

神融入血脉、化作基因，聚焦“ 作示范、勇争

先”目标要求，以感恩奋进、担当实干的生

动实践， 不断用方志敏精神推动上饶经济

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激活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传统 ，弘扬

方志敏精神 ， 正日益成为上饶儿女的行

动自觉。

（一）

一山一石一丰碑，一草一木一忠魂。革

命战争年代， 上饶有名有姓的烈士将近

4

万人，诞生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一批

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人物。

位于弋阳县城北面峨眉嘴山顶的方志

敏纪念馆掩映在一片苍翠松柏间， 馆前广

场上大理石雕刻的

7

米高的方志敏塑像庄

严矗立，遥望远方。 走进展馆，时光的闸门

徐徐打开，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一个

个场景再现了方志敏短暂而光辉的人生轨

迹，深刻体现“ 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方

志敏精神。 春去秋来， 一批又一批党员干

部、青年学生来到这里，重温峥嵘岁月、追

寻先烈足迹、砥砺初心使命。

一座红色场馆便是一份精神传承。 在

上饶这片红色故土上， 庄严肃穆的革命旧

址、星罗棋布的红色遗迹、生生不息的革命

精神， 是历史馈赠给上饶儿女最好的精神

营养。

全市共有革命遗址

303

处， 其中包括

上饶集中营旧址、方志敏纪念馆、中国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闽浙皖赣革

命根据地旧址群等

4

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

9

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这份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 家底”，赓

续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蕴含着我们“ 从

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成为我们“ 走向何

方”的精神路标。 寒来暑往，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一次次回到历史的“ 现场”，倾听历史

的深刻回响，感悟历史对今天的深刻启迪。

“ 我要将方志敏精神宣讲到底，直到讲不动的那一天！ ”在机关、在

学校、在乡村，方志敏干部学院专职讲师、弋阳县委党校副校长诸葛方

林一遍一遍地讲述着方志敏的故事。

“ 在弋阳工作的几十年里，我见证了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诸葛方

林说，“ 在新时代，方志敏精神更多地呈现在上饶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勇

毅前行的精神状态， 体现在上饶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活跃跃发展的喜人

局面，体现在更加幸福美好的群众生活。 ”

党史润心田，使命记心间。 我市发挥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以

遍布全市革命旧址、红色遗迹、革命纪念馆等为课堂，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在重温红色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行力量。

（二）

走进枫林村，一阵大雨洗刷，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更显葱郁青翠，

枝丫间鸟儿欢腾跳跃。

横峰县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全红县， 全国六大苏区之一的闽浙赣革

命根据地首府———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就位于山峦叠翠、 红叶掩

辉的葛源镇枫林村。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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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讯 广丰区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谋划，创新筹资奖补

机制，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速推进乡村建设落地见实效，一

批批旅游村、文明村、产业村和文化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脱颖而出，呈现出乡村气象新、面貌美、前景好的良好态势。

发展的关键一招是改革创新。 广丰区在乡村建设上

注重规划引领，注重高位推动，注重氛围营造，通过清晰

明确的顶层设计，以创新和特色为着力点，以常态长效为

目标，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并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强大合力，

打出了一套向乡村振兴靶心发力的“ 组合拳”。

创新筹资机制抓建设。 该区探索实行乡村建设

1

：

2

筹资奖补机制，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引导作用，区财政设立

专项基金，对申请乡村建设点并已募集社会资金

10

万元

以上的， 同时按要求汇缴到区红十字会或新农村建设促

进会专户的村

(

居

)

，区财政按

1∶2

进行配套奖补。 此外，根

据年度各乡镇

(

街道

)

社会筹集资金总额，每

20

万元社会

筹集资金安排

15

万元区奖补资金。 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稳定投入机制，让政府、企业和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

充分解决资金来源单一与短缺的问题，实现“ 用分散的钱

办重要的事”“ 用大家的钱办大家的事”， 为打造新时代

“ 五美” 乡村夯实了资金保障。

2021

年， 全区社会筹资

7037

万元，撬动

2.05

亿元财政建设资金。 今年以来，社会

筹资向好态势更加明显。 截至目前， 全区已筹资

2.02

亿

元，撬动

5.58

亿元财政建设资金。

回应群众期待抓建设。 广丰区在推行筹资奖补机制

过程中，始终坚持农民主体、群众自愿的原则，对于社会

筹资、政府配套、群众参与的建设项目，均通过召开村民

大会进行协商，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群众做主。 去年，在全

区持续推进了

409

个乡村建设点的规划、建设，围绕“ 七

改三网”工作，完成了改路

45.3

公里、改水

3300

户、改厕

7500

户、改沟渠

41.4

千米、整修水塘

87

口、整治庭院

4.7

万户

(

处

)

，有力地改善了村庄环境。

规范资金管理抓建设。 广丰区坚持专款专用，将各类

资金全部用于乡村“ 七改三网”建设，着力改善村庄基础

设施，做到“ 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出

水”。 同时，秉持“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合理安排

资金投入，确保资金安全、高效、健康运行。 村民理事会全

程参与资金管理工作，并对项目施工进度、建筑材料、建

设质量、招投标等环节进行实时监督，高标准、严要求把

好资金统筹关，确保每一分钱都能用到实处。

(

王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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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讯

7

月

5

日， 玉山高新

区美斯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鞋套生

产车间内， 生产线又恢复了昔日

的繁忙景象。 “ 因为产品和部分

机器被淹， 导致订单被耽搁了。”

企业负责人王华说 ， 在玉山县

委、 县政府的指导帮助和金融机

构的政策支持下， 企业解决了资

金等后顾之忧 ， 全力恢复了生

产， 目前产能已基本恢复。

面对此次灾情， 玉山县迅速

制定出台工作方案， 成立以县委

书记为第一总指挥的灾后恢复建

设工作指挥部， 下设综合协调和

物资保障、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房屋恢复建设和地质灾害处置等

12

个工作专班， 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开展大清

扫、 大摸底、 大走访、 大帮扶等

四大行动和交通运输设施恢复建

设、 医疗卫生设施恢复建设、 环

境消杀等八大工程， 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开展“ 心连心、 大帮扶”

活动， 调查摸排受灾情况， 宣讲

“ 商复贷”、 “ 抗洪贷”、 保险理赔

等优惠政策， 全力开展灾后重建

工作。

在玉山县四股桥乡， 种粮大

户郑立剑正在被淹农田重新补种

水稻。 “ 受灾后， 相关部门第一

时间帮助我协调保险理赔， 一个

星期不到就从保险公司领到了

18

万元理赔款。” 郑立剑说。 据

了解， 截至

7

月

5

日， 该县已完

成改种补种粮食

6870

余亩， 发

放救灾种子

5

万斤， 为

115

个受

灾经营主体发放农业巨灾保险资

金

200

万元， 完成水稻完全成本

保险理赔金额

991

万元。

与此同时， 县商务、 市监等

部门上街入户， 摸排全县受灾小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情况， 帮助

其申请“ 商复贷”， 指导相关受

灾商贸服务企业恢复正常经营。

金融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 上饶

银行玉山支行主动了解受灾商户

经营难题， 并于

6

月

24

日向服

装经营商户章先生发放玉山县域

首笔 “ 商复贷 ”

10

万元 。 截至

目前 ， 上饶银行共发放

476

笔

4735

万元的“ 商复贷”。 全县金

融机构共为

1221

户受灾个体工

商户 （ 小企业） 累计发放

1.18

亿元 “ 商复贷 ”、

613

万元 “ 抗

洪贷”。

（ 吴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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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乡村建设出新招见实效促振兴

陈云在调研弘扬方志敏精神工作时强调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

让方志敏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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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徐佳一报道：

7

月

6

日，

省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唐舒龙率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市开

展调研。 市委副书记郭素芳，上饶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邵小

亭先后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广信区清水乡双溪村、江西汉氏联

合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海普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地察看中侨联挂点乡镇发展现状、慰问挂点干部，详细了

解侨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围绕如何更好地建好、管好、用好

“ 侨胞之家”交流平台、侨资企业如何在新兴产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调研组一行对市侨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调研组

表示，上饶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发展潜力巨大，尤其

是近年来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希望

广大侨企能抢抓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企业转型

升级，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吸引

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来。 同时，上饶市侨

联要充分发挥侨组织在海外人才多、联系平台大、朋友资

源广等优势，找准侨联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引才引

资搭桥牵线；要发挥好“ 侨胞之家”的阵地引领作用，创新

活动组织方式和形式， 不断提升侨联工作的创造力和凝

聚力，为上饶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省侨联调研组来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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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铅山县以发展文旅夜经济为抓手，丰富夜间文

旅消费产品供给，活跃消费市场，向市民和游客发放专项夜经济

消费券，打造铅山夜经济名片，提高铅山对外旅游形象。 图为

7

月

5

日，铅山县武夷阁广场清补凉夜市航拍。

丁铭华 占俊林 摄影报道

夜消费激活夜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