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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建设美丽新修水

近年来，在我县精准
脱贫过程中，不少爱心企
业、社会团队等通过慈善
助力精准扶贫，慈善已成
为精准脱贫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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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精准脱贫助推器
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
改造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夏丽萍） 继城区公交全面更换为新能
源汽车后，近日，我县又投入运营30辆新能源汽车，开辟
县城往渣津方向的 201专线，正式开启农村客运班线公交
化改造。“自渣津方向201专线投入新能源客车以来，得到
群众广泛认同，运载力也有明显变化。”201专线负责人何
庆松说。

30辆新能源汽车均为悬挂新能源牌照的纯电动考斯特
车型大巴车，“以电代油”，车内空间大，操作简便。与以
往农村客运班线班车 19座相比，新能源汽车有 31个座位，
设置前后两扇车门，最高时速69码，在安全性和舒适度方
面较以往农村客运班线的班车都有很大提升。

据县汽运公司副总经理樊勇刚介绍，我县目前已投入
运营的90辆新能源汽车，大大提升旅客的舒适度，通过车
辆限速、设备设施的完善等技术，降低车辆运行成本，简
化驾驶员操作规程，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并实现零
污染。随着道路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将在全县范围加速推
进城乡公交发展的进程，更好的服务群众出行需求。

黄溪村上榜前六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监测合格名单

本报讯 （记者 卢金鑫） 日前，农业农村部网站公布
前六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测合格名单，马坳镇黄溪
村（井岗红星蚕桑）入选。

《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前六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
测合格和第八批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中指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作为一村一品发展的先进典型，要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继续做优做强，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能
力，示范带动更多村镇发展一村一品。各地要继续加强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指导和服务，努力为示范村镇创
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引导示范村镇加强品牌培育、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发展新兴业态，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将示范村镇打造成一村一品提档升级
的样板和标杆，示范引领全国一村一品持续健康发展，为
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我县三位妇女代表出席
省第十二次妇代会

本报讯 （记者 朱修林） 7月10日至11日，江西省妇
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我县周慧、马小英、黄
婧妩３人参会。

县妇联主席周慧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江西省妇联第十
二届执委和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马小英
是九江凯达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市十四届政协委
员、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县第十五届政协委员，曾荣登
中央文明办评选的“中国好人榜”，获评全国妇联“双学双
比”女能手、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黄婧妩
是民盟盟员，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县第十五届政协常
委，曾获省先进盟员、市三八红旗手、市“德艺双馨”育
人楷模等荣誉称号。

三人表示，将进一步坚定信念、紧跟核心、坚定不移
跟党走。积极引导、帮助妇女发挥个人优势，发扬吃苦耐
劳精神，带动巾帼创业、就业，焕发开拓创新、干事创业
的精神，当好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建设者、推动
者，团结带领企业全体妇女姐妹志存高远，锐意进取，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巾帼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
作为。

宁州镇拆除一不规范养猪场
本报讯 （黄一巍 记者 万金梅） 日前，宁州镇联合县

环保局、畜牧水产局组织干部 20余人，调运挖机设备，拆除
小水山上一个存栏规模 300多头、面积 800多平方米的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养猪场。

此前，根据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要求，对该养猪场业主
童某耐心宣传政策，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做好拆除前的准备
工作，最终实现顺利拆除。

连日来，高温持续，
县建设局路灯管理所组
织人员对锈蚀灯杆进行
喷漆处理，清扫灯杆灯头
的灰尘，拆除路灯杆上乱
搭乱接的电线。现已完
成阜西路、幕阜大道等路
段路灯的安装调试工作。

（记者 万金梅 摄）

慈善+产业 扶出百姓“幸福花”
7月 11日下午，在杭口镇中高塅村

的江西修江源实业有限公司的皇菊基
地，公司总经理刘礼花拿着一沓装着薪
水的信封，逐一发给正在劳作的几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多谢老板，这个月工资
比上个月多，可以给老头子多买些吃
的。”56岁的陈碧云开心地数着钱。今
年，修江源公司在中高塅村流转70余亩
土地为种植基地，方便该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就近务工。“我们老板好，今年初还
给我们分红2000块钱。”陈碧云说，丈夫
瘫痪多年，儿子在外务工，钱也没有寄回
来，“栽富树”分红还有每月务工工资对
她帮助许多。

陈碧云说的“栽富树”分红是省慈善
总会在修江源公司实施的“栽富树”项
目。2017年 3月，省慈善总会与县民政

局、慈善会就“栽富树”慈善项目签约，省
慈善总会注资 200万元给修江源公司，
每年以入股资金的年收益不低于10%的
利润分红，帮助 100户贫困户通过慈善
股权收益脱贫。今年 2月 5日，“栽富
树”项目第一次分红，陈碧云等百名受
助签约贫困户均拿到 2000元分红。与
此同时，在县民政局、慈善会积极引导
和乡镇积极配合下，修江源公司探索出

“慈善+企业+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成立3家皇菊专业合作社，与
多家贫困户签订产销合同，开展“三个
一”结对帮扶活动。在原有协议中安排
100 户贫困户就业的基础上，再帮扶
150户以上贫困户发展菊花产业，户均
种植 1亩菊花，每户贫困户家庭安排 1
个劳动力就业，年人均创收1万元，带
动周边乡镇菊农开展标准化种植500余
亩。2017年以来，修江源共吸纳230户
农户参与务工，发放劳务报酬 80 万
元。流转农户土地400亩，发放土地流
转金64万元。

慈善+教育 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前不久，刚从县职高幼师专业毕业

的西港镇西港村18岁女孩梁舒觉，今年
参加高考后，还没到报考志愿时间的她
到深圳打暑假工。“跟亲戚来这边做事，
多少能补贴一点家用吧。”三年前家中突
遇变故，父亲常年外出务工，家里还有年
迈的爷爷和幼小的弟弟。尽管进入职高

就读，我县教育扶贫政策减免梁舒觉的
学杂费，每学期有一定助学金，但家庭经
济的重压，时常让她产生辍学外出打工
的念头。2016年，省慈善总会的“刨穷
根”慈善扶贫助学项目资助她三年的学
习和生活费用，这犹如一场“及时雨”清
除了她心中的阴霾，能够安心学习知识
和技能。“慈善助学金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让我安心学习，实现梦想。”梁舒觉
说，她打算读大专，学历高一点，以后就
业收入也高一些。与梁舒觉一样得到帮
扶的还有县职高的另外 496 名贫困学
生，每人每学年得到资助 5100元，这在
很大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负
担，安心学习知识和技能。

近年来，我县不少乡镇和社区成立
的爱心助学基金会给予贫困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费用的支持，多数爱心基金资助
年限到2020年全国脱贫，部分基金更是
资助到大学。而由团县委向全县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发起的“希望工程 1%捐”和
圆梦助学项目，是团县委和公益慈善力
量助力全县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
去年，圆梦助学行动收到希望工程捐助
资金 36万元，全县 200余名贫困学生得
到助学金，顺利完成学业。

慈善+公益 温暖民心增福祉
近日，家住全丰镇王告中心村安置

点的古藤村建档立卡贫苦户丁金祥收到
我县一爱心企业免费赠送的一台冰箱大

礼，“炎炎烈日，现在没吃完的饭菜有地
方放了，感谢这些好心人！”古藤村是全
丰镇最边远的一个贫困山区村，也是我
县21个深度贫困村之一，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65户 321人。由于贫困，不少村民
搬出深山，在县城和集镇的移民安置点
落户，但在新居，不少贫困户家电家具都
缺少。了解到这些需求后，爱心企业出
资购买一批家电赠送给贫困户。“企业也
有社会责任，给古藤村贫困户捐助一些
爱心物资，是响应政府的扶贫号召，支持
政府的扶贫工作，希望村民早日脱贫。”
该企业项目总经理说。

县爱心联合会是我县一家公益机
构，今年端午节，县爱心联合会正式与深
度贫困户马坳镇多水村结对帮扶，制定
年度帮扶计划。截至目前，已向村部捐
赠电教设备1套、办公桌椅20套，向该村
金马小学捐赠 8套教师办公桌椅、2张
乒乓球桌等，并捐赠2套户外音响，派
出专业广场舞教练，让村民们学习广场
舞。县爱心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邹德霞
说，精准扶贫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参与的工程，爱心联合会开展的项
目和社会捐赠的物资，多数也是向建档
立卡贫困户倾斜，为社会尽一份责。

记者从县民政局了解到，近年来，
不少爱心企业和社会团队通过不同方
式，向贫困群众开展的公益活动，多数
甚至都没有进行备案，而人人参与慈
善，参与精准扶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多水村开展
户容户貌星级评比

本报讯 （记者 夏丽萍）近日，马坳镇多水村激发内
生动力工作推进暨贫困户户容户貌星级评比表彰大会召
开，表彰并奖励12户户容户貌先进贫困户。

多水村是市委办公厅及县疾控中心挂点帮扶的深度
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4户 271人。帮扶单位及村
两委不仅从物质上帮助贫困户寻找脱贫方法，增强造血
功能，还致力于从精神层面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变“要我
脱贫”为“我要脱贫”。

经过近一个月的走村串户宣传户容户貌星级评比活
动，及对 74户贫困户逐户检查评比，根据贫困户房前屋
后、房内等地卫生情况，该村选出3户五星级、4户四星级、
5户三星级户容户貌先进户，并计划每季度评比一次。

岩嘴村有了扶贫车间
本报讯 （陈 君 记者 张 婕） 7月 12日，随着鞭

炮声响起，黄坳乡岩嘴村扶贫车间正式开工。车间内，
贫困户们正在进行耳机贴膜、铜线焊接等耳机配件加
工工序。

“在这里第一个月保底工资有 1500元，以后计件，
只要勤快做，工资会更高。”贫困户余盈花满脸笑容，因
为家中儿子还在读书，父母常年患病，需要照顾，全家
生计就靠丈夫在外做小工赚点钱。如今扶贫车间开
工，她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既照顾家庭，又可以赚钱填
补家用，很开心。

据了解，岩嘴村帮扶单位县统计局的帮扶干部们
通过多次走访、协商，成功引进修水丽美工艺和明锐电
子工程部 2个扶贫车间，为贫困户提供 30多个就业岗
位，开工第一天已有14位贫困户与企业签订务工合同。

县市监局“最多跑一次”服务
获企业主点赞

本报讯 近日，县筑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林波手持一面书有“企业注册全程网办最多跑一次，政务改
革善谋实干创业信心强”字样的锦旗，送到行政服务中心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窗口。“真没想到现在办理营业执照这
么快，太感谢你们了。”张林波说。

6月 13日，张林波到县行政中心市监局窗口，称急需办
理企业营业执照，可又不懂办理营业执照需哪些材料，窗口
工作人员带他到网上自助服务区，手把手的教他在网上自主
办理营业执照，并于当天拿到营业执照。于是就有了文章开
头的一幕。今年，县市监局商
事登记窗口转变工作作风，提
升企业注册便利化水平，加快
推进我县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匡全利）

省轻工业设计院到
饭坑村查看帮扶
落实情况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轻工业设计
院党委书记、院长唐玉平到新湾乡饭坑
村查看结对帮扶落实情况。

去年，该院通过县工信委牵线搭
桥，对新湾乡饭坑村结对帮扶，给予 5
万元帮扶资金，拓宽、硬化出村２公里
道路,目前已施工完成。唐玉平实地察
看后,表示会加大对饭坑村的项目帮
扶，争取他们早日脱贫致富。

(丁冰潭)

伊启健身器材产业园：错峰施工抓推进

本报讯（记者 张 婕） 7月10日
下午 4时许，记者来到伊启健身器材产
业园项目现场，此时工地上热浪阵阵，温
度仍在37度左右。这个时段，钢结构厂
房组建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正在阴凉
处进行厂房地基施工作业。“当前天气太
热，钢结构最高的温度可达 50度左右。

为错开高温时段，我们早上早开工，上
午10点半下班，下午3点开工，晚上7点
左右下班。”施工负责人龙亚福介绍。

该项目落户县绿色科技产业园，自
上半年完成“三通一平”和地基基础、强
夯工程后，6月份正式开始厂房建设。
连日来天气炎热，项目方和施工单位错

开高温时段，科学安排工序，多方合力
抓推进。

伊启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覆盖全球销售的健身器械
企业，落户我县的健身器材产业园项目
占地 346 亩，计划建设近 10 个生产车
间。目前，园区管委会、跟踪服务单位

以及企业等各方常驻项目现场，合力紧
抓推进，以促进各条生产线早建成、早
投产，缓解当前企业订单负荷较大、产品
供不应求的现状。“该项目目前已经完成
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四号楼的基础
建设，一号楼正在安装钢体结构。”县工
业园管委会工程建设部部长刘超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