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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崇仁县光明
北大道湿地公司项目现场，施工
人员正在加紧推进工程扫尾工
作，曾经一片荒芜、杂草丛生的光
明北大道河堤已是树木叠翠、生
机盎然。行走在游步道上，观景
台、景观亭点缀其间，既是可以休
息的清凉处所，又是一道美丽景
观。休闲广场中缺失的绿化苗木
补植及地面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错落有致的湿地景观，在沿
岸风景的映衬下，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一河两岸”新画卷。
崇仁县光明北大道湿地公园

作为2020年该县实施流域生态综
合治理城区重点续建的 11 个项
目之一，总投资 1400 万元，新建
面积 68000 平方米，其中涵盖修
建休息平台 4 个、景观亭 1 个、厕
所一处、绿化面积 45280 平方米、
铺装场地 18945 平方米、游步道
1800 米。当前，挂点单位现场督
战并第一时间解决施工问题，项
目部工作人员铆足干劲，倒排工

期，赶工期、抢进度，加班加点推
进各项工作。

该项目与巴山圩堤除险加固
项目同时建设，目的是在满足防
洪安全条件下，打造一条生态友
好型基底，建设海绵城市，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光明北
大道湿地公园的建设，将对整个
绿色带进行功能整合，最终形成
一条生态环境优良、多功能文化
展示的复合型湿地景观带。

（胜 孙 龙 林）

绘就“一河两岸”新画卷

崇仁全力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施工人员在湿地公园作业 陈胜孙摄

今年 7 月以来，受前期
持续强降雨影响，鄱阳湖水
位超出警戒线，共青城市金
湖乡大塘圩水位持续上涨。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该市
干部群众及人民子弟兵日夜
奋战在防汛一线，全力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汛情同时也牵动着很多
爱心企业的心。大灾面前献
大爱，江西九域龙源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为爱出发。连
日来，该公司负责人带领员工，
紧急筹备一批矿泉水、方便面、
西瓜等物资，送往防汛抗洪一
线服务点；同时，分别到共青
城市公安局、人民医院、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单位防汛值班
室慰问，感谢他们为守护百

姓生命财产安全所做出的努
力和贡献，对夜以继日坚守
在防汛抗洪一线的军民表示
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江西九域龙源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是我省首批被授
权经营平台资质的人力资源
服务商。该公司成立至今，
长期资助部分贫困儿童、贫
困户，多次开展“送温暖献
爱心”等慈善活动；尤其在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充分发挥自身人力资源
企业的优势，积极参与解决
企业用工难题，有效为省内
外复工复产企业输送工人达
10683 人。该公司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新时代企业的责任
与担当。（梁家聪 邹昌乐）

心系灾情 爱洒军民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今年以来，龙南县武当镇把消费扶贫作为
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重要渠道。该镇以
鹰嘴桃等特色农业产业为基础，依托旅游
资源优势，从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社会帮
扶三个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推广消费扶贫
模式，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乡村旅游添动力
“爬完南武当，看完美景，再吃一个香

甜可口的桃子，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来自
广东省的游客刘女士吃着鹰嘴桃开心地
说道。这是武当镇开展“乡村旅游+消费
扶贫”模式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依
托“南武当山”和“梦里桃乡”景区，将乡村
旅游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鼓励贫困农户
依托本地旅游资源，从事休闲农业、餐饮
住宿、土特产销售等乡村旅游项目，通过

乡村旅游助力消费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
增收。今年以来，该镇通过乡村旅游带动
消费金额80余万元，消费产品覆盖建档立
卡贫困户300余户。

扶贫基地喜丰收
为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武当镇立足

自身优势，根据产业发展现状，大力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引导贫困果农组建鹰嘴桃
专业合作社，并实行统一技术培训、种植
管理和果品销售。合作社搭建“武当助农
电子商城”平台，统一收购、销售鹰嘴桃、
桃胶、蜂蜜等农副产品，已累计帮助 380
户贫困户销售农产品约 90 余万元。同
时，依托扶贫基地和电子平台优势，在鹰
嘴桃丰收之际开展了“赣品网上行”扶贫
产品线上展销会，累计观看人数 5 万余人
次，直播期间下单 1500 余单，销售额达 6
万余元。

爱心认购助增收
为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切实解决贫

困户农产品销售难题，武当镇积极动员各
单位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开
展消费扶贫爱心认购活动。省核工业地
质局、龙南县扶贫办、县公安局等 30 余个
单位共计采购鹰嘴桃
12.6 万余斤、新鲜果蔬
0.4 万 斤 、家 禽 200 余
只，订单金额共计 100
余万元。此举既增加了
贫困果农的收入，增强
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信
心，又使广大干部职工
购买到新鲜、绿色、高
质、放心的农产品，实现
了互利双赢。

开 展 消 费 扶 贫 以

来，武当镇贫困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脸上笑容越来越多了，脱贫信心也越来
越足了。该镇将继续发挥职能优势，架
起贫困户与消费市场之间的桥梁，形成
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大格局，促进贫困
群众稳定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明
显成效。 （赖梦雨）

谱写消费扶贫三部曲 奏响脱贫攻坚最强音
——龙南县武当镇消费扶贫工作纪实

迎战汛情 守护家园
“我的水性好，大家把沙袋递给

我。”7 月 10 日，在余干县枫富联圩
塌方险情处置点，县公安局防汛救
灾青年突击队队员许长伟第一个跳
入水中，在 1 米多深的水里将沙袋
一个个堆垒好。在连续奋战 4 个多
小时后，队员们都已十分疲惫，为了
不耽误抢险，他安排两个小组轮换，
自己依然承担每组最累的活。

“请把我派到最危险的地方，我
定将不负众望。”进入 7 月，鄱阳湖
水位不断攀升，面对严峻的防汛形
势，余干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一支
由 100 名民警组成的防汛救灾青年
突击队，特警大队尖刀中队民警许
长伟，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请战
书。他说：“人民警察为人民，危急
时刻我先上。”

7月9日至19日，许长伟和突击
队员们参加了大溪联圩、枫富联圩
等重点圩堤的险情处置，连续多日
的抢险救灾工作，许长伟冲在最前
面，挑起最繁重、最危险的任务，被
队员们称为“拼命三郎”。其实，许
长伟的手和脚早已磨出了许多水
泡，肩膀也磨破了皮，但他毫无怨
言、毫不退缩。“以最快的速度冲往
最危险的地方，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许长伟说，这是一名人民警察应有的担当。

7 月 11 日 10 时，我省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余干县抽调800余名警力（其中上饶市公安局支援警力200余
人、省公安厅支援警力 50人）前往抗洪一线，开展巡堤查险、
交通管制、转移安置群众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工作，确保防
洪物资安全和防汛应急人员、车辆往来畅通，及时发现险情和
维护周边治安秩序。

“胡警官，感谢救了我们一家人！”7月10日21时许，正在
瑞洪镇旅游公路巡逻执勤的瑞洪派出所民警胡俊峰接到110
指令：住在瑞洪镇老镇政府大院附近的张增福家有 3人被洪
水围困，其中还有两名小孩，请火速前往救援。警情就是命
令，接到指令后，胡俊峰随即和同事一起驱车前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胡俊峰发现，由于河水倒灌，附近民房都已被
淹，有的地方水深超3米。胡俊峰迅速找来木船，顾不上瓢泼
大雨，两手不停地划着船，另外两名同事打着手电筒找人，并
一路大声叫喊张增福的名字。半个小时后，胡俊峰和同事找
到张增福家，此时洪水已经淹到了他家二楼。胡俊峰弯腰让
两个小孩依次通过他的肩膀安全爬到船上，他们先将小孩送
到安全地点，再返回将张增福救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冒雨救
援，张增福一家 3 人被成功转移。7 月 5 日，瑞洪镇街道开始
涨水，胡俊峰主动请缨，和瑞洪镇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
门，安全转移群众1000多人。

“灾难面前显担当，危急时刻讲责任。”余干县公安局局长
周象有表示，在这次防汛工作中，全县公安民警冲锋在前，全
力以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民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0
日，余干公安机关接汛情类警情85起，出动警力8000余人次，
共营救、转移、疏散被困群众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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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浮梁县经公桥镇源港村第一
书记董斌和村党支部书记计松民，忙于给
该县多家企业、单位、个人送锦旗和感谢
信，感谢他们帮助村里进行暴雨洪灾后的
恢复重建。

前不久，浮梁县遭遇一场特大洪水灾
害，该县经公桥镇源港村的道路、桥梁、农
作物和供水供电设施等损毁严重，村民财
产遭受巨大损失。洪水退去，村里迅速组
织村民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然而，
由于灾情严重，生产自救困难重重。就在
此时，县里多家企业、单位和个人纷纷向
源港村伸出援手。浮梁发展集团出动挖

掘机、铲车、装载车、抽水机等设备，派出
工程技术人员，奋战三天两晚，帮助源港
村抢通塌方道路，同时该集团还向村里捐
款捐物，首批 100 箱矿泉水和 50 箱方便面
解决了村民的燃眉之急；三龙 MR数字陶
瓷产业园、浮梁贡茶叶有限公司分别向源
港村捐款 2 万元；县政府办公室干部带着
两台抽水清洗设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帮
助村民恢复生产；镇里挂点干部、邻村村
民纷纷向源港村伸出援手……

涓涓细流汇成河，点点爱心凝成海。
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源港村灾后重建工
作顺利开展。

爱心汇成河
云里浪 本报记者 邱西颖

本报九江讯 （记者卞
晔 通讯员张希）当前，鄱阳
湖持续高水位波动，沿江滨
湖地区巡堤查险工作关键迫
切。7月20日一早，接到九江
市应急管理局求援消息后，省
核工业地质局积极回应，迅速
组建抗洪抢险突击队。

当日下午，来自局属 6
个地质大队的 6支抗洪抢险
突击小分队闻令而动，从赣
州、吉安、南昌等地直奔九江
市濂溪区、彭泽县、都昌县等

5 个县区的圩堤隐患点，为
防汛救灾提供技术支撑。

赴彭泽的两个小分队到
达圩堤隐患点后，立即使用
专业设备对圩堤险情较重地
段做“CT 体检”，21 日当天
共查明 6处渗漏点位置。濂
溪区新港镇江矶村陆续出现
几处小型管涌，圩堤外侧水
位尚未下降，21 日，赴濂溪
小分队在探测后，很快找到
4 处渗漏点，立即上报有关
部门，并建议加密测量。

省核工业地质局6支突击队赴九江

近日，眼看家乡涨起大水，江西农业
大学大二学生肖子轶，毅然前往南昌县蒋
巷大堤参与防汛值守，为守护家园挥洒汗
水，贡献青春力量。

抗洪抢险以来，在蒋巷镇五丰村指挥
所里，总能看到肖子轶忙碌的身影。“小伙
子确实不错，别看他身材单薄，但在清障
作业时却很给力。”说起肖子轶，乡亲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

“我今年刚满 20 岁，在学校是入党积
极分子，一直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接受
考验。”肖子轶原本在家复习功课，看到江
水涨起来，便再也坐不住了。刚好他的父

亲也在蒋巷圩堤上抗洪，肖子轶就自告奋
勇，父子齐上阵。

扛起铁锹，肖子轶和五丰村其他党员
干部一起巡堤查险，导沟清淤，认真完成
指挥部要求的各项工作。每天早上 6 时，
肖子轶就投入巡堤工作，帮助巡查渗漏、
泡泉，发现险情后及时报告。

“上堤至今，我已经发现几处渗水险
情，并及时处理。”肖子轶说，能够为保卫
家乡出一点力，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是
一种成长的历练。“只要有需要，我一定
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守护和建设美
好家园。”

堤上“父子兵”
本报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张浩涛

本报讯本报讯 （（记者记者游静游静 实实
习生习生李少如李少如））近日近日，，省工信厅省工信厅
发布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全省工关于做好当前全省工
业企业防汛救灾工作的通业企业防汛救灾工作的通
知知》，》，切实做好全省工业企业切实做好全省工业企业
防汛救灾工作防汛救灾工作。。

全省工信系统承担协调全省工信系统承担协调
工业企业做好防汛工作的重工业企业做好防汛工作的重
要职责要职责，，指导企业做好防汛指导企业做好防汛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汛措落实各项防汛措
施施，，准备防汛物资和力量准备防汛物资和力量。。
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专业优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专业优

势势，，督促工业企业特别是危督促工业企业特别是危
化产品化产品、、民爆产品等高危行民爆产品等高危行
业生产企业业生产企业，，认真落实安全认真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査整全面排査整
治风险隐患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做到早发现、、早早
处置处置，，坚决防止发生安全生坚决防止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产事故。。加大对受灾工业企加大对受灾工业企
业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重建业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重建
指导帮扶力度指导帮扶力度，，帮助受灾企帮助受灾企
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努力努力
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
度度，，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我省做好工业企业防汛救灾工作

▲7 月 23 日，鄱阳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冒着酷暑全力抢修莲湖乡水毁电力设
施。连日来，鄱阳县供电部门紧急抢修因洪灾毁坏的电力设施，目前已恢复3条35千
伏线路、42 条 10 千伏主线、10 条 10 千伏支线、1179 个台区、109082 户居民供电，恢复
率达88.90%。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7月22日，都昌县鸣山乡石峰村村民正在驾驶收割机收割早稻。7月上旬，都昌
县遭暴雨袭击，部分乡镇农作物受灾。眼下天气好转，洪水退去，当地农民忙着抢收早
稻、抢插晚稻，恢复生产。 特约通讯员 傅建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