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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我市举行

2018

年卫生应急

技能演练活动，进一步检验全市卫生

应急队伍指挥协调、现场处置、后勤保

障等方面的实际水平，提升全市卫生

应急队伍野外生存能力和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综合处置能力。

此次演练分为野外拉练与桌面

推演， 其中野外拉练设定的是

6

公里

计时徒步行走，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

满怀激情演绎卫生应急的拼博与速

度，用实际行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检

验队伍协作精神。 历时

1

个小时，

313

名队员全面完成野外拉练任务。随后，

各县（市、区）卫生应急队分别选派

6

名队员组队参加桌面推演， 参加桌面

推演的队伍分成

4

组， 每组根据预设

的流感大流行、输入性疟疾、食物中毒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四种疫情的模拟背

景资料，分别完成卫生行政管理、疫情

处置、 医学救援和卫生监督等方面的

相关问题。经过激烈角逐，婺源县卫生

应急队获得第一名。

我市开展

2018卫生应急技能演练活动

推进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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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市运管局获悉， 以强化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全过程监管为目

标，在充分应用营运车辆

IC

卡道路

运输证和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IC

卡从业资格证的基础上， 我市全面

启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专用车辆安

装车载终端

4G

视频实时监控设备

和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设

备。 该项工作的实施，将使我市危货

道路运输形成“联网监管、 精准监

管、专业监管、协同监管”的格局，进

而推动道路危货运输信息化建设，

完善“互联网

+

”环境下的事中事后

监管， 促使行业监管和服务水平明

显提升。

据了解， 面对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行业安全监管信息化基础还比较

薄弱的现状， 结合安全形势和安全

监管难题， 市运管局在充分利用营

运客车全面完成安装车载终端

4G

视频实时监控设备的成功经验上，

正式启动危货专用车辆安装车载终

端

4G

视频实时监控设备和智能视

频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设备， 从而使

我市成为全省第一个对危货运输车

辆全覆盖安装这两项设备的设区

市。

据介绍， 每台危货专用车辆安

装两项设备的费用大概在

3600

元

左右， 虽然有利于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但也增加了企业的运

营成本。 为破解难题，市运管局创新

思路，指导市货运协会与保险公司、

车载终端运营商及危货运输企业多

次协商， 最终形成了保险公司出资

安装设备， 企业承担年度服务费的

模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

目前， 全市已有

306

台危货专

用车辆安装车载终端

4G

视频实时

监控设备和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

技术设备。 按照“企业自查—县级验

收—市级复核”分级负责的流程，市

运管局实行“实时调度， 一日一通

报”的调度方式，并将车载终端设备

安装和企业新增运力挂钩， 未完成

车载终端设备安装的企业则暂停新

增运力业务， 推动各企业安装两项

设备。 预计到

2019

年

1

月底，我市

将全面完成安装这两项设备。

我市危货车辆车载终端

4G 视频安装启动

全省

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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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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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上午， 在信州区吉阳路龙潭湖宾

馆段， 首届中国赣菜美食节暨第二

届饶帮菜美食节现场人流不息。 由

于当天没有下雨， 众多市民聚集在

这里， 一睹精品赣菜、 饶帮菜的风

采，顺便采购农特产品，场面非常火

爆。 广丰区贞白土特产公司当天带

来了

6000

多斤马家柚，不到中午一

销而空。 负责人顾先生高兴地告诉

记者， 马家柚品牌效应一年胜过一

年，可以说是墙内开花内外都香。

马家柚种植在广丰有着数百年

的历史， 一直以来以其果红汁丰味

甘而闻名遐迩， 但真正实现规模化

经营、 产业化发展还是近些年来的

事。 据了解， 广丰区积极策应我市

“东南西北中” 农业发展战略布局，

强化东柚核心产区的主导地位，把

马家柚产业作为“一把手”工程，全

产业推动，优化第一产业、壮大第二

产业、开发第三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力求产业兴县。 截至目前，该

县围绕马家柚全产业链已投资近

30

亿元， 取得了显著的品牌效应与经

济效益。

据悉，为了抓好“营销”这一产

业龙头， 广丰区大力开展马家柚市

场营销体系建设，鼓励支持企业、商

户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平台， 拓宽马

家柚销售渠道， 大力扶持农业龙头

企业开展马家柚深加工， 广丰区贞

白土特产公司就属于电商类平台公

司。 目前，广丰已有

3

家企业和

6

个

基地获得出口资质认证。 上饶市供

销集团与该区签订开发合同， 拟投

资

15

亿元在该区洋口镇建设马家

柚产业小镇。

马家柚产业“以农为本”。 广丰

坚持马家柚“第一产业” 的基础地

位，按照苗木繁育、生产技术和技术

服务标准化要求， 完善苗木繁育体

系，保证苗木品种质量，同时强化技

术标准推广， 在完善技术服务上下

功夫，确保马家柚的品质。 目前，全

区广丰马家柚总面积达

17

万亩，挂

果面积达

8

万多亩， 产量预计

7000

万斤，果业综合产值预计

6.8

亿元。

30亿元投资做出了品牌效应

广丰马家柚热销首届赣菜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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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婺源天

唐文旅集团旗下驭风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太子桥文学庄园”项

目举行隆重的奠基开工仪式。

当日是中国“一带一路国际

日”，“太子桥文学庄园”项目特意

选择在这个时间动工， 在某种意

义上是个良好的契机， 意味着天

唐文旅集团秉持“一带一路”开

放、包容、合作、普惠、共赢的精神

和理念， 尝试开发旅游范畴乡村

田园综合体的新模板， 以驭风生

态科技农业为核心， 融入文学体

验创作、农业休闲体验、旅游观光

和马术竞技等不同文化旅游项

目，与周边景区串接联动，积极推

动婺源文旅产业做强做大做优。

据了解，“太子桥文学庄园”

项目建设周期

3

年， 主要建筑项

目有文学创作基地、青青乐园、花

卉王国、 度假木屋等， 实现“农

业

＋

旅游

＋

文学”的多元化体验内

容。项目占地

100

亩，其中一期建

设用地

41

亩， 总投资约

1.8

亿

元， 建成后将成为婺源旅游新标

杆。

（

单长华 程新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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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朱文新

）

近日， 万年县石镇镇板舒村驻村

第一书记朱爱明在板舒小学开展

了题为《人穷志不短， 爱拼才会

赢，脱贫靠自身》的精神扶贫专题

讲座， 该校师生及部分家长共计

100

余人参加。

讲座上， 朱爱明引用了春秋

时期吴国一位富公子季礼和穷砍

柴农民的故事， 生动形象地阐述

了人穷志不短、 爱拼才会赢的人

生道理。他与家长孩子交流时说，

别人与我比父母， 我与别人比明

天；我们今天不行，不代表我们明

天也不行；今天我们贫穷，不代表

明天我们还贫穷； 今天我们是差

生，不代表明天我们还是差生；只

要有志气，有理想抱负，不抛弃，

不放弃，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讲座反响热烈，大家认识到，扶贫

应扶志，扶贫只是手段，扶志才是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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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上饶市抗战

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

抗战文化是上饶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上饶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出发

地，

1934

年

11

月

24

日， 闽浙赣红军

在德兴重溪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

正式出发北上抗日； 上饶是东南

5

省

抗战的政治中心，日本的战略轰炸和

军事进攻并没有摧毁上饶人民抗战的

意志与决心， 上饶人民坚持抗战直到

胜利； 上饶是东南

5

省抗战的文化中

心，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文化统一战

线， 极大影响和推动了东南抗日文化

运动的发展，大量文化团体和大批文

化人聚集上饶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创

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使

上饶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一个高地。

我市成立抗战文化研究会，旨在

传承抗战精神， 揭开上饶抗战记忆，

发掘上饶抗战史料， 研究抗战文化

深层内涵， 弘扬抗战精神的当代价

值；加强抗战文化研究队伍建设，为

建设上饶文化大市、构建和谐社会作

出积极贡献。（

郑大中

）

上饶市抗战文化研究会成立

婺源县又一文旅项目

开工建设

万年县一驻村书记

精神扶贫讲座

反响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