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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资溪县就
业培训中心，母婴护理师孙
淑芬正在传授婴幼儿生活
护理技能。为提升家政从
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
水平，当地组织 60 名城乡
困难妇女进行婴幼儿看护、
家政保洁、老人护理等技能
集中培训，拓宽她们的就业
渠道。

特约通讯员 吴志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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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丰城市孙渡街道
桥东集镇一家奶茶店，贫困户
饶军琴正在收拾桌子，忙得
不亦乐乎。晚上，忙完奶茶
店的生意，她还要赶到丰城
市人民医院兼职当护工。

38 岁的饶军琴是孙渡
街道茅园村人。2013 年 7
月，她的家庭遭遇重大变
故——丈夫不幸患病离世，
家里还有 70 岁的公公和两
个不到 10 岁的孩子需要照
顾。为了偿还丈夫治病留
下的债务，饶军琴下过工
地、进过工厂，每天奔波劳
累。2014 年，村里将饶军琴
家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她家办理低保和教育助学
金，同时每年还发给她村里
的产业分红。

在帮扶之下，饶军琴一
家的日子慢慢有了起色，但
她并不满足现状，希望通过
创业彻底摆脱贫困。一次
偶然的机会，她发现开奶茶
店不仅投资不高，还可以边
做生意边照顾家人。为了

支持饶军琴创业，镇村干部
出面协调，把桥东集镇一处
闲置民房免费借给她开店，
并在用水用电方面给予优
惠。2017 年 6 月，饶军琴的
奶茶店开业了。

“开业第一天就挣了100
多元，让我更有信心了。”饶
军琴笑着说。几年来，她吃
苦耐劳，把店铺打理得井井
有条，生意越来越红火。

虽然奶茶店步入正轨，
但是饶军琴并不满足。听
说村里有人生病住院要请
护工，每天有 150元工资，她
毫不犹豫接下了这份工作。
此后，她白天在店里照看生
意，晚上到医院当护工。

饶军琴用双手撑起家
庭的小舟，一步步驶向幸福
的彼岸。如今，饶军琴家已
实现脱贫。“现在生活变好
了，两个小孩学习成绩也不
错，希望他们健康成长，我
也就满足了。”饶军琴对驻
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充满
感激，对生活充满信心。

奶茶飘香幸福来
聂军洪 本报记者 朱 华

本报讯 （记者钟金平）
日前，我省出台《关于坚决
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和切实保障农村村民住
宅建设合理用地的实施意
见》（下称《意见》），要求各
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八不
准”，对新增乱占耕地建房
行为实行“零容忍”。

《意见》提出，要坚决遏
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严格落实“八不准”相关规
定：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建房；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
房；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
法建房；不准在承包耕地上
违法建房；不准巧立名目违

法占用耕地建房；不准违反
“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
建房；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
地建房；不准违法审批占用
耕地建房。

对于新增乱占耕地建
房行为，一律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该拆除的拆除，该没
收的没收，该复耕的要限期
恢复耕种条件，该追究责任
的追究责任。

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确需占用耕地的，《意见》
规 定 ，必 须 按 照“ 占 一 补
一、先补后占、占优补优”
的要求，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指标。

“八不准”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

本报分宜讯 （记者余
红举 通讯员郭义民）智能
充电桩为新能源汽车续航、
弯道会车提前预警……最
近，细心的驾驶员发现，开
车行驶在分宜县 G220 国道
上，能体验十足的科技感。
据了解，新余市公路管理局
分宜分局投入 1000多万元，
先后引入智能防冰除冰、弯
道语音提示、边坡岩土结构

自动监测等系统，构建智慧
公路防护网。

该局加大智能系统使用
力度，全力打造智慧公路。
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
路网综合服务”、北斗高精度
定位等技术，实现24小时实
时监测，及时排查公路安全隐
患，把原来的被动防护变成
主动防护，从而实现公路路
网质量和服务水平双提升。

分宜构建智慧公路防护网

▼10月20日，上高县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自
己制作的飞盘。开学以来，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飞盘、
沙包等玩具，积极参与户外运动，强健体魄，快乐成长。

特约通讯员 陈旗海摄

10 月 19 日 7 时，南昌市青云谱区城
南村村民胡姺，在家准时收到了一份早
餐：一个鸡蛋、一袋牛奶、一个肉包、一个
花卷。不仅仅是早餐，今年 9月 21日起，
89 岁的胡姺，中餐和晚餐都有专人送
上门。

“我两个女儿都嫁到外地，身边没有
人照顾，现在村里有了幸福食堂，还有党
员志愿者送餐上门。”谈及足不出户就能
吃上热饭菜，胡姺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在农村，养老一直是一个普遍难
题。对此，城南村把党建融入养老民生
工程，把服务送上门，给村里老人发补
贴、买医保、办食堂等，补齐农村养老服
务短板，破解农村养老难题，为老人打开
了一扇幸福门。

破解养老难：干实事送
服务，让老人心里越来越暖

城南村是典型的城中村，现有村民
876 户 4300 余人，其中，60 岁以上的老人
有558人。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村民关心
的焦点问题之一。

今年 82 岁的村民王顺秀，没有收入
来源，也没有儿女，她的养老成了一大难
题。村里除了有王顺秀这样的孤寡老
人，还有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

“如何让这些老人安度晚年，是村
‘两委’必须解答的一道民生考题。”城南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史俊兵告诉记
者。为此，村里将党建工作与养老工程
深度融合，并把“党建+养老”作为加强基
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深
入推进。

为了让村里的老人有聚会活动的场
所，城南村收回了一处租给商户的娱乐
场所，改建成老年人活动中心；为了让老
人享受常态化的照顾与服务，城南村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将全村
100多名党员发动起来，参与村里的养老
服务工作，如轮流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
餐、在幸福食堂为老人洗菜端盘子等，特

别是推出了城南村党建服务品牌——
“一拨就灵”民生热线，老人有困难可以
很快找到党员上门服务。

史俊兵说，现在村里开展环境整治、
房屋征迁等工作，老人纷纷带头响应。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村“两委”发出招募
志愿者倡议，500 多名村民响应，其中不
乏老人的身影。

“党员干部做得好不好，大家心里都
有一杆秤。”今年 72 岁的史美保告诉记
者，当村里的老人遇到困难时，只要求助
村里的党员干部，就会得到及时回应与
帮助。

织牢保障网：发补贴买
医保，让老人福利越来越好

每个月，村民史善庆都会收到村里
发放的 500 元生活补贴；重阳节，村里还
会送上 600 元慰问金；春节，村里还会发
放 1200 元慰问金。除此之外，每年的医
保也是村里负责为他缴纳。

在城南村，凡是年满60岁的村民，都
和史善庆一样享受这些福利。

“我计算过，一年下来，村里为每位
老人花费 1 万多元。”71 岁的村民史光达
坦言。从今年 9 月 21 日开始，村里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开办了幸福食堂，老人每
天只要交 10 元钱，一日三餐可以吃到不
同花样、不同口味的饭菜。

老人开心，儿女安心。村民史慧琴
告诉记者，自己工作忙，无暇照顾年迈的
父母，现在村里有了幸福食堂，解决了老
人吃饭难题，她可以安心工作了。

2016 年以来，城南村通过发展特色
产业，村集体收入由原来的200万元提高
到现在的1200万元。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两委”有了
为村里老人谋福利的底气，先后建立了
高龄老人奖励、百岁老人奖励、春节福利
等保障机制。去年全村用于孝老敬亲的
总支出超300万元，村里老人因此幸福感
满满。

倡导好民风：比孝顺树
榜样，让孝老氛围越来越浓

71 岁的村民史文生，每周都要去医
院做血透，每次都是儿媳邓华香陪同。

“如果没有儿媳的精心照顾，我早就撑不

住了。”史文生逢人就夸邓华香。
原来，史文生20年前患有高血压，随

着年龄的增长，引发很多并发症，身体越
来越差，还患上了尿毒症。儿子常年在
外务工，老伴年龄也大了，寻医问药的事
情全交给了邓华香。

邓华香全心全意照顾老人的举动，
感动了村民，村里把她树为孝老榜样，号
召村民向她学习。目前，城南村已经连

续多年举办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孝子、
文明庭院评选活动。

“百善孝为先，村里倡导好民风，
也是党建的一部分。”史俊兵告诉记
者，村里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
示范。目前村里评出的 10 名孝子、10
名孝顺儿媳中，很多都是党员。在党员
示范作用影响下，村里的孝老敬亲氛围
越来越浓。

南昌市青云谱区城南村“党建+养老”暖民心

服务送上门 老人乐呵呵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10月1日，对于方大九钢职工宛双来
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
拥有了第一辆小轿车。这辆价值10万元
的车，是企业兑现奖励承诺发给他的福
利，他没掏一分钱。今年，宛双可谓四喜
临门：结婚、孩子即将出生、成为全国劳
动模范候选人、有了自己的新车，幸福感
满满。

“开上新车，国庆长假带着一家人自
驾游。”宛双说，在方大九钢工作的5年时
间里，他从一个在外漂泊的单身青年，到

如今娶妻生子，有房、有车、有存款，生活
发生了巨大改变。

宛双生活的变化，深刻诠释了“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这一含义，也是方大九
钢抓住机遇一步步发展壮大，与职工共
享发展成果的展现。

国庆假期期间斥资 5 亿元奖励职工
4116台轿车，方大九钢为职工发福利，让
假期更添几分喜庆。而这一令职工激动
不已的喜事，缘于2016年的一条政策。

当年，方大九钢出台“不减一个员

工，不减员工一分钱工资，不减员工一分
钱福利待遇”政策之后，方大集团作出发
放“方大轿车”的奖励建议：从 2016 年开
始，方大九钢如果连续5年每年实现预定
利润目标，就奖励每名职工一辆价值约
10 万元的轿车，双职工可选择一辆价值
约20万元的轿车。

“方大轿车”奖励政策推出后，进一
步激发了职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近 5
年来，方大九钢全体职工撸起袖子加油
干，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精细

管理、降本增效，连续创造了优异业绩。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等不利因素，提前实现全年预期盈利目
标，达到奖励的要求，职工因此领到了

“方大轿车”。
2015年以来，方大九钢职工工资逐年

增长，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职工年平均工
资（不含利润奖等）2015年同比增长3.34%，
2016年增长20.01%，2017年增长27.02%，
2018年增长28.09%，2019年增长4.59%。

“今年人均（不含中高层）收入预计
超过 15 万元。从数据可以看出，在一系
列改革措施的推进下，企业效益得到显
著提升，职工收入不断增加。”方大九钢
党委书记徐向阳介绍说。

方大九钢让全体职工共享发展成
果。除了奖励“方大轿车”，还推出了“孝
敬父母金”“方大养老金”“职工与职工子
女、配偶、父母医疗资助”等十几项福利关
爱举措，近5年来累计投入超过12亿元。

方大九钢各项福利关爱投入累计超过12亿元

钢铁工人的幸福生活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余红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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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南昌市政公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纪委组织
党员干部，到青山湖区廉政记忆馆接受廉政警示教育，让党
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