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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在南昌市红谷滩沁园农贸
市场家禽售卖区，记者看到，十几家鲜禽
经营户的摊位前干净整洁，保鲜柜上整齐
地摆放着当天统一宰杀的鸡、鸭、鸽子等，
店铺内统一设置了鲜禽分割切块操作间，
并安装了水槽、操作台、空调等设备。昔
日气味难闻、血水污水横流的家禽摊点已
经大变样了。

中午时分，客人逐渐散去，“胖子鲜
禽店”的店主程爱兰才有空歇下来喝一
口水，整理和清点一下摊位上摆放的冷
鲜鸡鸭。

“昨天我进了100只冷鲜家禽过来，全
部卖完了，所以今天就多进了一些。”程爱
兰手头一边忙着，一边告诉记者，她当天
早上进过来的 110 只鸡鸭和鸽子，一上午
卖得只剩下二三十只。程爱兰的脸上露
出久违的笑容。

一个月前，程爱兰还在为自己摊位的
生意发愁。为了整治农贸市场环境卫生，

加强风险防控，9月15日，南昌市在城区农
贸市场全面推行白条禽上市。白条禽是
指经检疫合格后，经过宰杀保存，在规范
场所进行售卖的禽类和禽类制品。

“摊位不让卖活禽了，以后生意还怎
么做？”推行白条禽上市后，程爱兰每天
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做了这么多年生
意，程爱兰心里清楚，大家都喜欢买现杀
现宰的。

起初，整个农贸市场十几家家禽销售
店生意都受到了影响。程爱兰经营的摊
点也不例外。不过，让她欣慰的是，随着
市民对白条禽接受度越来越高，她的生意
也在一天天好转。而且，实行白条禽上市
后，她的摊点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不
再需要专门的现场宰杀区，程爱兰把店铺
面积缩小了一半，每月的租金也减少了
800元。以往卖活禽的时候，她和丈夫、儿
子三个人一整天都得在摊位上忙碌，如
今，不需要现场宰杀，她一个人就能应付

过来。
程爱兰笑着告诉记者，最近，店里每

天卖的冷鲜鸡鸭比以前的活鸡鸭还多。
市民万女士是程爱兰这里的常客，看到摊
点的变化，她欣喜地说：“没有那些污水血
水了，来这里买鸡鸭，再也不用踮着脚走
路了。”

相比白条禽摊点环境的改善，采访
中，不少市民更为关心的是，市场上白条
禽是否为活禽宰杀，食品安全及新鲜度如
何保障。

10 月 15 日，在位于南昌京东花鸟
综合批发大市场内的白条禽集中宰杀
点——江西勇君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记者参观了白条禽宰杀流水线。吊
挂、刺杀、沥血、浸烫、脱毛、预冷、分级
包装……处理后的每只白条禽都套上了
一个追溯码脚环。只要用手机扫描追溯
码，鸡鸭的产地、品种、销售公司、宰杀
日期、保质期、检疫票号等信息一目了

然。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涂福华来自
南昌市青山湖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他告
诉记者，所有的活禽在正式宰杀前，都
经过了一系列检验检疫程序，确保禽类
的安全。

目前，南昌城区99家农贸市场已实现
白条禽上市全覆盖，市民在菜市场已难觅
活禽的踪影。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市场规
范管理处处长陈建华表示：“城区农贸市
场全面实现白条禽销售只是第一步，下一
步还要完善供应链条，加大集中宰杀点的
布局。”记者了解到，南昌拟在东湖区（扬
子洲）、新建区各建成一个白条禽集中宰
杀点，形成市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一
家集中宰杀点的布局。同时，相关部门将
重点监督生产企业严格按照“两证一码”
（产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追
溯二维码标识）要求供货，积极引导经营
户从自行宰杀向集中宰杀转型，确保市民
舌尖上的安全。

10月18日，芦溪县“国家扶贫日消费促进
月”活动暨电商消费扶贫乡镇行芦溪镇专场启
动仪式在芦溪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举
行。芦溪镇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线上小程序+
线下体验购”两种方式购买扶贫农副产品，助力
脱贫攻坚。 （杨 璐摄）

分 红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去年我分了 216 元，今年分了 1668 元，翻了好几
倍。平时我还在扶贫基地大棚里打工，一天有80元的工
资，党的政策好，不仅让我们贫困户能在家门口就业，还能
领到分红，真是太感谢了！”10月16日，当接到南昌市派驻
朱坊村第一书记万齐赟递过来的产业分红款时，今年
72岁的南昌县武阳镇朱坊村村民朱顺水高兴地说。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武阳镇朱坊村在
村委会举行扶贫产业分红发放仪式，16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代表参加大会。分红发放现场，签完字后，领到分
红款的贫困户个个喜笑颜开。今年是朱坊村产业扶贫
分红的第二个年头，此次分红资金共计 2.4 万元，受益
贫困群众29人。

据了解，参与产业扶贫分红的贫困户，每季度参与
产业基地义务劳动不少于两次，每次不少于4小时。每
户贫困户的分红包括基础部分+考核部分。村集体拿
出10％的集体收益作为基础部分，6％的集体收益作为
考核部分分红。扶贫+扶勤相结合，增加贫困户依靠双
手脱贫致富的信心。

产业是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富之源，产业扶贫
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来，朱坊村深入推进产业
扶贫，实施高品质果蔬栽培项目。今年，朱坊村扶贫产业
基地三期扩建工程已完成，占地 100亩的产业扶贫基地
已初具规模，村集体每年将稳定增收达 30万元。“接下
来，朱坊村将采用‘公司+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因地制
宜，千方百计让果蔬栽培产业发展起来，让村集体经济
壮大起来，让贫困户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挣，真正实现
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南昌市派驻朱
坊村第一书记万齐赟说。

本报贵溪讯（记者张衍 通讯员徐灵高）二维码
扫一扫，扶贫信息全知晓，大数据扶贫有实招……今
年以来，针对扶贫工作中数据算账难、档卡规范难、
实时监督难、诉求解决难等问题，贵溪市研发建档
立卡贫困户帮扶措施监测查询服务系统，为每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定制专属“脱贫了‘码’”，推动帮扶责
任、扶贫政策和工作落实精准到户到人，实现基层负
担减量化、数据监测实时化、政策落实精准化、信息
查询智能化、帮扶服务便捷化。

一是数据融合，扶贫信息“码”上感知。在主动
对接江西省精准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的基础上，该
市进一步完善与住建、民政等14个行业部门数据共
享机制，实现各部门扶贫数据有机融合到“脱贫了

‘码’”上，通过扫码，随时了解贫困户近三年健康、
教育、住房、饮水、产业、就业等 18 个板块，涵盖“十
大扶贫工程”在内的 68 项扶贫信息指标，形成政策

“叠加”效应。二是数据比对，扶贫动态“码”上监
测。采取线上监测、线下核对的方式，定期对贫困
户健康、教育、住房、产业、就业等指标数据进行比
对核实，及时更新动态，系统自动生成问题台账，形
成“红”“蓝”预警，实现对全市 191 个行政村 5600
余户贫困户线上动态监测，排查修正“十大扶贫工
程”政策落实等方面问题 1300 余个，完善帮扶措施
1400 余条，新增扶贫公益性岗位 350 个，落实农村
危房改造 42 户、“智慧扶贫饮水工程”提升 223 户
等。三是数据服务，扶贫诉求“码”上通办。延伸

“一户一码”数据服务功能，贫困户通过二维码内的
“意见及诉求栏”实现线上“点单”，系统后台自动根
据职能职责清单进行精准“派单”，行业部门、乡镇及
帮扶干部实时线上“接单”，限时办理答复，推动扶贫
诉求“码”上办、“码”上清，解决群众生活、生产等方
面的难题800余个。

贵溪“码上扶贫”助力精准脱贫

家禽摊点大变样
——南昌市城区农贸市场白条禽上市见闻

本报记者 钟珊珊

本报瑞昌讯 （记者钟
金平）“1419.53 公斤！”10 月
16日，当测产专家组组长李
明军教授宣布瑞昌山药的
测产结果后，瑞昌市范镇镇
范镇村山药种植示范基地
一片欢腾。

瑞昌市山药产业开发
中心主任余国庆介绍，瑞昌
山药对土壤理化性质要求
十分高，在同一块田地连年
种植山药，会导致土壤营养
失衡、病虫害滋生、作物生
长变差，从而引起产量下
降、品质变劣；瑞昌山药连
作 2 年，减产 30%以上，连作
3年减产40%至50%，有的甚
至绝收。为了突破这一制
约瑞昌山药产业发展的瓶

颈，江西省薯类产业技术体
系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对此进行了联
合技术攻关，并在瑞昌市范
镇镇范镇村山药核心种植
区建立了“连作山药土传病
害绿色防控高产技术”示范
基地。该技术有效解决了
瑞昌山药连作过程中的线
虫病、枯萎病等土传病害高
效防控问题。

10月16日，测产专家来
到瑞昌市范镇镇范镇村示范
基地进行现场测产。结果显
示：示范区连作山药亩产再创
新高，达到 1419.53 公斤，比
当地新地种植的山药亩产提
高了400公斤，亩产增效比新
地种植区高6000元以上。

从贫困户到村民小组长，分宜县操场乡山泗村
乌狮村民小组的钟梅典，感恩奋进，用实际行动改变
了人生。

今年54岁的钟梅典是一名农民，31年前，其妻子
不幸患病离世，与儿子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他带着
儿子一起外出务工，日子虽不富裕，却也衣食无忧。
可一场意外打破了钟梅典平静的生活。2006 年，刚
成年的儿子不慎从房屋二楼摔下，导致全身瘫痪。
为了照顾儿子，他辞去工作，十余年如一日照顾儿子
的日常起居。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意志也逐渐消沉。

2014 年，钟梅典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
扶干部经常到他家中走访，送上基本生活物资的同
时，耐心细致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重拾信
心。钟梅典深受感动，决心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

贫。他种了甜瓜、苎麻，有时间还出门打零工，一
年收入有四五万元。2019 年，钟梅典实现了脱
贫。“今年我种了20亩甜瓜，10亩西瓜，加上打零
工，保底收入五万元不成问题。”钟梅典高兴地
说，“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

“一人致富不是富，我脱贫了，还要带领村里
其他贫困户一起脱贫。”钟梅典将眼光放到山泗

村丰富的林业资源上。他找到商机，做起了合法的
木材生意，还带动了周边十名村民务工。贫困户谢
井牙就是其中一员，在钟梅典的带动下，谢井牙每年
增收一万余元，成功脱贫。

钟梅典的努力，大伙看在眼里。在乌狮村民小
组长的投票选举中，钟梅典顺利当选。“既然当上了
村民小组长，就要为大家做点实事。”钟梅典积极参
与新农村建设、保家行动、拆三房建三园等工程，见
证了村里变化，自己也住上了新房子。今年村里的
疫情防控、防汛、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他都尽心尽
力。为壮大村集体产业，他还主动承担了百亩苎麻
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闲暇之余，钟梅典参加了山
泗村的业余剧团，到各村巡演，为大家送去欢乐。如
今的钟梅典，眼中透着一股自信、坚定，成为贫困户
心里的榜样，村民口中的能人。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10 月 13 日，
记者来到宜春 S223 改建工程金瑞段施工现
场，只见一台新型混凝土路面破碎机将老旧
水泥路面原地破碎后，同步处理成路基垫层
材料，经压路机压实后，直接形成了沥青路
垫层。这是宜春“白改黑”首次采用水泥路
面就地再生技术。

近年来，宜春大力推进“白改黑”工程 ,
把原来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灰白色）改建为
沥青混凝土路面（黑色），达到环保、防尘、降
噪和增添行车舒适性的效果。省道 S223 万
载后槎至袁州金瑞二级公路年久失修，路面
破损严重，影响沿线群众出行。按照原来的

“白改黑”施工流程，需用挖掘机将水泥路面
全部挖除运走后，重新采购碎石用做路基垫
层，不仅生产成本高、施工时间长，还会带来
扬尘污染，影响群众出行。

9 月 20日，宜春市公路管理局直属分局
在S223改建工程中，首次采用了水泥路面就
地再生技术。这是一项节能环保型新工艺，
将老旧水泥路面原地破碎后，同步处理成沥
青路基垫层，既有效节省了生产成本和施工
时间，又实现了道路施工和群众出行两不误。

据悉，宜春 S223 改建工程（后槎至金瑞
段）施工路段全长 14.68公里，按照传统的施
工方法，每公里铺垫层所需碎石约1200立方
米；采用水泥路面就地再生技术后，省去了
老旧路面挖除、废料运输、碎石采购及运输
等环节，仅垫层碎石一项就可节约成本近
150万元；施工周期也将由原来的4个月缩短
为2个月，沿线群众出行不受影响。

本报进贤讯 （记者钟
珊珊）金 秋 时 节 ，鱼 肥 蟹
美。10月16日，作为今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进贤庆祝活
动之一，2020 中国·南昌“军
山湖杯”第十九届鄱阳湖螃
蟹节在南昌硒谷钟陵现代
农业产业园举行。

进贤县军山湖素有“中
国河蟹之乡”盛誉，湖内水
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出产
的清水大闸蟹具有“大、肥、
腥、鲜、甜”五大特征。据介

绍，今年，进贤县河蟹养殖面
积40万亩，带动了4100余户
农民参与河蟹产业，户均增
收1.55万元以上。

螃蟹节举办期间，该县
还举行了农业产业招商引
资集中签约活动。现场签约
9个富硒产业项目，包括智慧
农业、生态种植、特色小镇
等，投资总额 25.2 亿元。进
贤县稻米、水果、中药、稻渔
等富硒产业及文旅产业也进
行了集中展示和推介。

进贤举办鄱阳湖螃蟹节

“日子越过越红火”
——记全省脱贫攻坚感恩奋进典型钟梅典

本报记者 胡光华 见习记者 邹宇波

10月15日，赣
州市南康区共享
智能备 料 中 心 一
片繁忙。该中心
是南康区家具产
业智联网智能制
造 项 目 ，总 投 资
达 3.5 亿元，可满
足 60 家规模以上
家具企业的日常
生 产 用 料 需 求 。
通过科技创新，南
康家具产业链生
产效率提高 50%，
产业加速向智能
化、数字化、定制
化转型。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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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连作瓶颈 单产再创新高

瑞昌山药亩产超1400公斤

10月12日，分宜县钤西街道府前社区宏祥鞋厂，员工在
加紧赶制出口产品。该县做好稳就业工作，积极引导返乡劳
动力本地就业。今年以来，先后帮助 68 家企业发布用工信
息，全县150余家小微企业产销两旺。

特约通讯员 黄传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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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南丰县太和镇添鹏甲鱼养殖基地，43户贫困
户喜获3.44万元产业扶贫收益分红。近年来，该县把培育产
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吸纳贫困群众参与发展特色产业，确保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 本报记者 温 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