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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好人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近日，弋阳县委书记陈敏就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接受记者采访时

坚定地说，“ 弋阳将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强大动力，鼓足‘ 敢为天下先、永远争

第一’的干劲，决战四季度、夺取全年胜，

全面打响‘ 五年同步、五城同创’大会战，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步一个脚印，做

到‘ 五个坚持’， 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

实，奋力打造‘ 可爱的中国’样板县。 ”

“ 要坚持不懈在红色传承上作表

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陈敏说：“ 弋阳是方

志敏的故乡，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坚持弘扬方志敏精神，把对党绝对

忠诚融入弋阳干部的血液中， 让红色精

神代代相传。 ”

“ 要坚持不懈在大抓项目上下功夫。

今年前三季度，弋阳重要指标增速加快，呈

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如今的弋阳，到处

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进步。”陈敏表示，弋阳将扬优成势、乘势而

上，继续以大项目推动大发展。 今年要加

速

10

个“

5020

”项目落地开工，力争再引

进一批“

5020

”项目甚至是百亿级的大项

目。 强力实施“ 四大攻坚行动”，谋划

2023

年项目

189

个， 预计总投资

802

亿元，启

动城区新一轮棚改，推进弋樟铁路延伸线、

防洪减灾、文旅融合等项目建设，加快完成

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明年开门红。

“ 要坚持不懈在壮大产业上求突破。 ”

陈敏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 弋阳始终坚持“ 工业挂帅、项

目为王”，今年围绕“

1+3+1

”主导产业持续

发力，产城融合区、

6

大特色产业园快速推

进，鼎晟金属、宏田金属、熔岩汽配等一批

项目竣工投产。强攻双“ 一号工程”，争创全

省数字经济集聚区，深化高新区“ 二号章”

改革，打响“ 弋心一意”“ 弋呼必应”政务服

务品牌。 大力发展特色康养旅游，全力争

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推进“

5

个十万亩”工程，加快“ 葛河之心”

食品产业园建设，形成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 要坚持不懈在惠民利民上展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关心的民生‘ 七位’问题，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防疫

情、稳经济、保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陈敏介绍道，特别

是布局大交通，即将形成环城

5

条高速、

7

个进出口的交通大格

局；发展大教育，争创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搭建

大电力，未来

15

年用电无忧；推进大医疗，新建县人民医院、县

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联动搬迁，乡镇卫生院全部重建。 接下来

还要实施高清线、清湖大桥等项目，加快推进信江生态修复、多

馆合一以及城市修补工程，完成美丽集镇等项目建设，提升城市

品质，解决更多群众身边“ 微小事”，让弋阳人民生活更有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 要坚持不懈在自我革命上见真章。 ”陈敏告诉记者， “ 坚

持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百年制胜的重要密码。 我们将永葆‘ 赶

考’ 的清醒和坚定， 持续整治作风顽疾， 一体推进‘ 三不腐’，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特别是坚持务实担当的作风，

树立大抓落实的鲜明导向， 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 下最

大的功夫求最好的效果，

全力打造更加风清气正的

‘ 勤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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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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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湖奏响乡村振兴“椒”响曲

玉山讯“ 车来了！车来了！来点人，快把辣椒装车发

货！ ”在玉山县临湖镇美民农业蔬菜种植基地，种植大

户姜为民满脸喜悦， 正招呼员工们将一袋袋新鲜打包

好的辣椒装上货车，这些个头大、品质佳的尖椒即将被

售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辣椒种植大棚里， 一个个翠绿饱满的辣椒挂满了

枝头，工人们穿梭在辣椒丛中忙碌地采摘，不一会儿就

装了满满一袋。 该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约

100

亩，主要种

植螺丝椒、尖椒、小西红柿、贝贝南瓜等蔬菜。 当下正值

尖椒收获时节，平均亩产达

10000

斤左右，高峰能达到

12000

斤，整个基地总产值约

120

万斤。

家住临湖镇临江湖社区居民姚梅玉听说附近的基

地需要工人采收辣椒，而且薪酬丰厚，便加入到采收队

伍当中，“ 在这里干活一天能赚

100

多元钱， 是一笔不

错的收入。 ”基地每天大约有

45

名周边村庄的村民在

此务工，每月人均收入可增收

3000

元左右，有效帮助

附近村民解决了就近就业问题。 同时，作为当地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支持产业项目， 每年还为两个村庄带来

15

万元差异化分红，极大地带动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

辣椒装车发货后， 姜为民又马不停蹄带着两位技

术人员到大棚调试设备。“ 这两位师傅是我专门从山东

寿光请来的技术人员，对大棚进行智能化改造。 当气温

骤降的时候，可远程操控卷棚自动放下，既能及时保护

蔬菜也节省人力。 ”姜为民看着百亩蔬菜基地展望着未

来：“ 明年计划在该基地右侧再增加

100

亩， 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把事业做得更大更红火。 ”

（ 汪诗逸）

“ 我的点滴付出，希望能帮助更多人重拾生活

信心。 ”荣登

2022

年第三季度“ 中国好人”的郭小

萍从事公益事业已有

40

年。

40

年来，她捐赠了

60

余万元，共资助贫困学生

30

多人。

郭小萍的助学之路， 缘于一次特别的走访。

1982

年的一天，郭小萍去看望一名因生病导致瘫

痪的孩子。家中变故令他的弟弟不得不面临辍学，

这让郭小萍揪心不已。她当即作出决定，每月从仅

有的

29

元工资中拿出

10

元钱资助该孩子弟弟读

书。“ 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

在郭小萍的鼓励下， 男孩积极面对生活， 努力学

习，最终被保送上海交通大学。 此后，郭小萍一直

坚持资助他到大学毕业。

这次走访，深深影响了郭小萍今后的人生。她

在心里暗暗立誓： 要让更多面临失学的孩子

重新回到明亮宽敞的学堂。在她的帮助下，一

位又一位失学孩子得以继续学业。

郭小萍深知， 仅仅帮助困难孩子解决学

费是不够的， 还要帮助他们在心理上克服困

难，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和学习。“ 这些孩子

中很多是留守儿童或孤儿， 除了物质上的帮

助，更要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母

亲般的温暖。 ”在郭小萍资助的孩子中，有一位因

父母的去世始终情绪低落。“ 他成绩优异，却有些

不自信，无法融入校园生活。 除了每年资助

8000

元生活费外，我一直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教导他感

恩社会，并鼓励他参与学校社团活动。 ”在郭小萍

的关怀下，男孩逐渐乐观积极起来，参与到丰富多

彩的大学活动中。

“ 帮助这些孩子，并不是想要他们的回报，只

是不希望看他们因为生活困难中断学业， 失去人

生希望。”一路走来，苦乐相伴，每当听到孩子们喊

她“ 妈妈、奶奶”时，郭小萍总倍感温暖。“ 每每听到

孩子们说长大后要像我一样，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时，就觉得自己付出再多也值得。 ”

婺源县紫阳镇杨坑村委会程

家村曾是个有名的“ 卖炭村”，村

民几乎是“ 卖炭翁”。近年来，该村

通过新农村建设、 产业振兴使整

个村子旧貌换新颜， 人居环境大

为改善，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程家村位于婺源县城北

10

余华里的山尽头， 全村有

30

多

户， 约

200

人。 上世纪

70

、

80

年

代， 村民们“ 伐新烧炭南山中”，

再将木炭挑运到城里销售， 以维

持生活。 后来山上的杂木越来越

少，烧炭业慢慢淡出舞台，少数村

民转而从事竹编业， 一部分人到

县城务工或创业。由于村落偏远，

存在脏乱差等卫生死角。 加上地

处山中，溪涧排水不畅，年年还有

洪涝水灾。 另外，村里旧房较多，

一些茅草盖的厕所、粪棚，疏于防

火；进村公路狭窄，车辆进入十分

不便， 一些村民便到县城周边建

房，远离村子。

近年来， 在紫阳镇政府的重

视下，该村投入资金

50

多万元用

于新农村建设。 村里拓宽进村道

路， 铺筑了水泥地面， 安装自来

水，进行改厕治污、清理溪流、修

建防洪石坝。如今，程家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建起了

停车场、村民活动中心，家家户户

门前干净卫生。夜晚，村民在路灯

的照亮下， 到活动中心看书、下

棋、打扑克，乡村业余生活十分丰

富。 村民们再也不思去村外建新

房，经县规划部门审批，村里规划

出新修道路两旁的宅基地供农民

建房，现在，村子里又多出了

10

多幢徽派新房屋。

为维护好村子周围的山林，

村里的古树还逐一挂牌保护。 由

于道路畅通， 村里的农产品十分

走俏，栗子、猕猴桃、有机稻、山茶

油等成了抢手货，“ 卖炭翁” 生涯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村民闲时手

工编织的竹制品，如茶捻、晒盘、

筛子、竹篮、鸡笼等供不应求，促

进了村民增收致富。

（ 汪稳生 王思晨）

帮助更多人重拾生活信心

———记 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郭小萍

本报记者 戚虹鸿

“卖炭村”的变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久

前，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联

合印发的 《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的工作方案》提出，加快在建项目实施进度，开工一批

新项目。 这一部署安排，将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从

当前看有利于保供防通胀、稳住经济大盘，从长远看有

助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点放在农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聚

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短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的不断加大， 越来越多的农村实现水源净化、 道路硬

化、夜晚亮化、能源清洁化、人居环境美化。 但也要看

到，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与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实施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相

比，仍有差距。 加快建设进度，提高投资效益，才能在以

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取

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亟待提升的部分。 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要算好经济账，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把资金用

在刀刃上。 突出抓好灌区等水利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

农田水利设施补短板， 以及现代设施农业和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项目建设， 可以优化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对扩内需、稳投

资、稳住经济基本盘也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要抓住时

间窗口和时间节点，确保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尽快见

效。

基础设施的改善，事关农业农村的长远发展。 加快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算好综合账，提高基础设

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 经营体系，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等方面多做文

章。 比如，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建设“四好农

村路”、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等。 扩大这些领域的基础

设施投资，既能形成投资拉动效应，又能厚植农业农村

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大、周期长。 扩

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有效投资， 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投

资体制，充分激发社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 为确保项目

投资落地见效，《方案》针对投融资机制、资金筹集、运

营方式、还款来源等，提出了一些颇具针对性的实施办

法。 比如，鼓励符合条件的相关市场主体参与承建基础

设施重大工程项目、 推行政府投资与金融信贷投贷联

动、 鼓励社会资本合作建设运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统筹构建多元化还款渠道等。 充

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

多方面作用， 才能形成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

合力，为乡村振兴不断注入源头活水。

不断提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水平， 是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的体现， 也是更好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需要。 进一步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不断扩

大有效投资， 定能促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再上新

台阶，为拉动经济增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更

大贡献。 （ 周人杰）

近日， 由横峰县总工

会、团县委主办的“抵制高

价彩礼 倡导文明新风 ”

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莲荷

乡夏阳村举办。

100

余名

单身青年齐聚一堂， 从自

我介绍到游戏互动， 近距

离接触增进了解， 有效扩

大社交范围。 通过活动引

导青年积极转变婚恋观

念，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

力倡导简约节俭、 文明健

康的婚恋新风尚。

侯先钢 摄

根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市

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袁飞，男，汉族，

1971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

现任横峰县委副书记，拟任市直单位党政正职；

艾晖，男，汉族，

1975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

生，现任鄱阳县委副书记，拟任市直单位党政正职；

李锦春，男，汉族，

1974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

究生，现任万年县政府副县长，拟任县（ 市、区）委常委。

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11

月

23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止。 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来

信来电向上饶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诽谤诬告，提倡实名举报。

举报电话：

0793-12380

联系地址：上饶市行政中心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邮政编码：

334000

中共上饶市委组织部

2022

年

11

月

23

日

领导干部任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