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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沿着蜿蜒的村道来到上犹县安和乡鄱塘村白木头一
组，青竹叠翠，油茶果满枝。青山绿水间有一户人家，院内百香果
飘香，鸡冠花红艳艳，屋里屋外干净整洁。这就是脱贫户蔡启鸽
的家。

2014年，因老母亲患病，3个小孩还在上学，家境贫困，蔡启鸽一
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虽是贫困户，但蔡启鸽没有“等靠要”
思想，靠双手和智慧摘掉“穷帽”。2015年，蔡启鸽一家顺利脱贫。

用孝心照亮前行路
说起蔡启鸽，村里人都夸他是个大孝子。2014年冬，蔡启鸽母

亲突然中风，瘫痪在床，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蔡启鸽妻子身材
娇小，力气单薄，无法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蔡启鸽只能辞去福建
龙岩的工作，回到家乡，与妻子一起照顾患病的老母亲。

为了早点脱贫致富，蔡启鸽妻子开始在附近的南康家具厂务
工。45岁的蔡启鸽则做起了并不娴熟的家务活，担起了照顾母亲的
责任。洗衣、喂饭、倒尿盆……一件件一桩桩，他都耐心完成。在蔡
启鸽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母亲病情慢慢好转，已经可以拄着拐杖下
地慢慢行走了。老人家逢人便说：“多亏了这个孩子，不然我活不到
今天！”2018年，蔡启鸽一家获评安和乡“孝老爱亲家庭”。

用双手铺平脱贫路
金秋时节，鄱塘村油茶山上，连绵起伏的油茶林绿浪翻滚，蔡启

鸽扛着锄头、带上剪刀上山给油茶林除草、剪枝。“交叉枝、重叠枝、
枯枝都要剪掉，施肥也很有讲究。”鄱塘村第一书记陈新林在一旁介
绍说，“蔡启鸽的脱贫意愿很强，他勤劳肯干，很有想法，上进心强。”

在细心照顾母亲的同时，蔡启鸽对家里 18亩油茶山进行低改，
仅此一项年收入近万元；同时，还饲养了五六十羽鸡鸭等；自家的庄
稼也没荒废，稻田里富硒水稻金黄，菜园里蔬菜瓜果飘香。“美好生
活是干出来的，等靠要不是办法，有了好政策，自己也要加油干。”蔡
启鸽常常这样说。

蔡启鸽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村民的认可，也迎来了美好生活。
2015年，蔡启鸽一家顺利脱贫；2018年，他受聘为村就业扶贫专干；
2019年，全家乔迁新居……今年，蔡启鸽还购置了收割机和小型犁田
机，不光自己水稻收割起来方便了，还可以帮村里其他人收割水稻。

用行动表达感恩心
如今的鄱塘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整个小村庄呈现出一派亮

丽的新景。
清洁河道、美化家园、绿化道路……2018年 7月，蔡启鸽担任村

就业扶贫专干，带领村里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人员定期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变化太大了，村道宽敞通畅了，河道也干净了。”说起
家门口的变化，村民们纷纷为蔡启鸽的辛勤付出点赞。

蔡启鸽心怀感恩，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他主动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协助村干部做好值班值守、文
明劝导、政策宣传等工作。他说：“党和政府关心我们，给了我们最
大的帮助，我们也应该尽己所能，为国分忧。”

美好生活靠奋斗而来
——记全省脱贫攻坚感恩奋进典型蔡启鸽

黄传章 郑红华 本报记者 唐 燕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刘名东）
10月31日，宜春经开区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开工、竣工活动，共签约项目 6 个、开工项目 14
个、竣工项目10个，投资总额160.95亿元。

今年以来，宜春经开区贯彻新发展理念，对
照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
环境、促发展。据悉，本次活动集中签约、开工和
竣工项目共30个，项目涉及新能源、新材料、装备
制造、建材、轻工等领域，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6
个，包括5个10亿元以上项目。

本报南昌讯（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周建明、
陈真真）10 月 29 日，南昌市青云谱区举行 2020

“高质量转型升级”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现场集中
签署重大重点项目26个，总投资105亿元。

近年来，该区紧扣“人文生态慧圃，都市产
业新城”发展定位，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转型发
展的总抓手。本次签约的 26个项目中，涵盖智
能制造、科技创新、大数据、流量经济、文化旅
游、特色产业园等。据了解，南昌工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拟在青云谱区改造利用闲置的老工业
厂房，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园；香港铜锣湾集团拟
建设集总部经济、金融服务、创客空间、文化旅
游于一体的新型城市商创综合体；墨叽（深圳）
科技有限公司将在该区设立国家一级标准的
IDC机房，打造区块链服务大数据中心。

本报抚州讯（记者李耀文）10月30日，2020
年中国（抚州）不锈钢新材料应用产业峰会在抚
州举办。本次峰会聚焦“用新改变，链接未来”主
题，举办招商推介、高峰论坛等系列活动。作为
论坛的重头戏，不锈钢新材料应用产业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会于当日上午举行。此次集中签约共
涉及4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60亿元。

近年来，抚州市聚焦不锈钢产业细分领域，
依托龙头企业，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了 5000
亩不锈钢智造产业园，正在形成以海利不锈钢、
德宝智能闸机、晋元科技医疗方舱、高超实业五
金电器等企业为龙头的不锈钢产业集群。

本报玉山讯 （记者余燕）10 月 29 日，浙赣
边际合作（衢饶）示范区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在玉山县举行，此次共有 15个重大项目开
工，总投资80.02亿元。

示范区位于浙赣两省交界处，是浙江向内陆拓展经济腹
地的重要门户，也是江西通往长三角地区的首站。所有入园
企业可叠加享受浙江、江西两省优惠政策。举行首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标志着该示范区建设正式拉开帷幕。下一
步，上饶市将全力推进示范区建设，加速建立与浙江无差别、一
体化的制度体系和服务体系。

本报石城讯（记者唐燕 通讯员李方圆）为加快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石城县近日在福建泉州举办江
西石城（泉州）招商推介会，集中签约13个项目，主要涉及鞋服
制造、矿产品深加工、绿色食品深加工等产业，签约总金额达
59.2亿元。

今年以来，石城县紧盯国内大型企业、知名品牌开展龙头
招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
东莞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晋江市等重点区域进行
项目考察、招商引资，再掀招商引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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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贤油茶种植面积13.9万亩
本报进贤讯（记者邹晓华通讯员肖国瑞）近日，记者来到

进贤县下埠集乡下埠村，只见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正值挂
果期，树上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下埠集乡全乡有油茶林
2万多亩，其中下埠村就有5000余亩。

进贤县有种植油茶的传统，近年来，该县多措并举，逐步
把油茶打造成全县的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经过多年培育，
江西省高正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成为该县的油茶生产
龙头企业，去年该公司茶油产量达 850 吨，实现产值 9000 万
元。此外，该县不定期地聘请科研院所的油茶管理专家，为油
茶种植经营户提供技术支持，推进油茶产业的发展。据了解，
该县现有油茶种植面积13.9万亩，建成油茶龙头企业4家、合
作社 3 家，去年全县油茶籽和茶油产量分别达 4407 吨、2204
吨，实现年产值4.43亿元。

南鄱阳盆地东区页岩油气
资源调查评价项目顺利推进

本报鄱阳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吴蓓）南鄱阳盆地东区
页岩油气资源调查评价项目鄱阳1井10月1日开钻以来，施工
队伍实行24小时三班倒，日夜施工，项目顺利推进，目前，鄱阳
1井已进入二开阶段。

据了解，鄱阳 1 井设计井深约 2290 米，预计钻井周期 70
天，将同时进行油和气勘探。

记者在鄱阳县饶埠镇天堂村看到，鄱阳 1 井正在有序施
工。相关负责人彭建国介绍，鄱阳1井勘探的为致密石油，是
一种非常规石油资源，有低密度的特点，藏于地下岩层很小的
孔隙内，需要人工在地下岩层制造小缝隙，让致密油渗漏出
来，以便开采。

相关资料显示，鄱湖盆地南鄱阳凹陷带 3500平方公里范
围，具备了富含油气资源的地质条件，有关部门曾对该地区做
过多次油气资源的普查和勘探工作。

鄱阳1井是南鄱阳盆地东区页岩油气资源调查评价项目
的第二口调查井，去年 9月 25日，第一口调查井——万年 1井
在梓埠镇燃湖村开钻。一年内，两口调查井相继开钻，标志着
南鄱阳盆地东区页岩油气资源调查评价项目进入了快速推进
阶段。

▶10月29
日，湖口县张
青乡竹山村虾
稻种植户正抢
抓晴好天气，
加紧收割晾晒
成熟的虾稻。
近年来，当地
大力推广发展
特 色 农 业 ，
4000余亩虾稻
共作综合种养
已具规模，实
现“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通讯员
张 玉摄

▼10 月 27 日，
乐安县山砀镇山砀
村文兴中药材种植
合作社，社员正在
晾晒栀子，农家场
院 里 一 片 丰 收 景
象。目前，乐安县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7万多亩，当地不少
农民通过种植中药
材脱贫致富。

特约通讯员
黄 煜摄

▶10 月 28 日，
莲花县闪石乡洞背
村村民在扶贫基地
采收生姜。该扶贫
基地种植的30亩生
姜喜获丰收，每亩
产 量 达 3000 多 公
斤，50 多名贫困户
和村民通过务工与
入股人均增收1000
多元。

特约通讯员
贺治斌摄

丰 收

10月27日，武穴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武穴长江大桥位于
湖北武穴、江西瑞昌两地毗邻地带，大桥建成通车后，过桥仅
需5分钟，将结束湖北武穴、阳新和江西瑞昌居民过江靠轮渡
的历史，同时将沪蓉、沪渝、杭瑞等多条高速公路连成网，对加
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曹诚平摄

本报讯 （记者游
静 实习生严佳成）10
月 30 日，2020 年江西
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技
能大赛决赛在南昌市举
行。大赛由省工信厅、
省人社厅、省通信管理
局、省总工会、团省委主
办，南昌高新区管委会、
江西神舟信息安全评估
中心、江西科益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大赛属于江
西省一类职业技能大
赛，是我省工业互联网
安全领域专业性最强、
参赛队伍最多、规格最
高的大赛。大赛聚焦
工业互联网安全前沿
技术领域，结合工业互
联网安全技术特征和
发展趋势，覆盖能源、
通信、交通、智能制造、
化工等 8 大工业场景。
决赛采用工业网络安
全靶场平台，通过虚拟
化技术及仿真技术重
现真实工业网络节点
及链路，参赛人员比拼
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
能力和水平。大赛组
委会还将根据排名选
出 7 支队伍，代表江西
参加全国工业互联网
安全技术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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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余讯 （记者徐国平 通讯员高
浪）近年来，新余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严格森林资源保护
管理、提升森林资源质量、促进森林资源
利用为目标，以强化全社会保护发展森林
资源的责任意识为核心，做到在“增绿”上
扩成果，在“护绿”上加力度，在“用绿”上
提效益，从而努力实现由“美丽环境”向

“美丽经济”的嬗变。
深秋时节，记者驱车行驶在赣粤高速

百丈峰林场段的旅游公路上，道路两旁各
种树木郁郁葱葱，让人感受到“车从林中
过，人在画中游”的生态美景。该市按照

“只能增绿、不能减绿”的总要求，大力推
进国土绿化工程建设，夯实生态基础。

2018 年以来，全市完成人工造林 10.38 万
亩，提升主要通道森林“四化”建设800亩，
森林抚育 10.76 万亩，退化林修复 10.33 万
亩。同时，还在全市大力巩固提升森林城
市建设，投资 2.8 亿元建设了总占地面积
约 55.75 万平方米的袁河公园，实施了绿
起公园、高地广场公园、森林示范乡镇、乡
村风景林等绿化工程建设，兴建了分宜县
青松乡村森林公园、渝水区下保乡村森林
公园等一批乡村森林公园，全市城乡绿化
水平不断提升。

该市组织完成了全市第七次森林资
源二类调查，通过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森林督察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开展违法侵占、破坏湿地大整治活动和自

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排查等工作，建成分
宜万年湖省级湿地公园和双林、钤山等一
批地方湿地公园，打造分宜界桥等小微湿
地 4 个。在仰天岗、九龙山废弃矿山实施
矿山复绿工程，补栽 10 种植物 6 万余株，
复绿面积 400余亩。该市投入资金 608万
余元，全面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控，清理松
材线虫病和病（枯）死松树，有效抑制了松
材线虫病疫情扩散蔓延趋势，组织开展非
法侵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加大 261
万亩林地保护力度。严格执行“预防为
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方针，确保了全市不
发生一起森林火灾，连续多年获得“全省
森林防火平安市”称号。

在分宜县大砻下林场，负责人文昌

武指着竹林下套种的竹荪告诉记者，这
是林场实施“百场带百业、百场带百村”
的一个林下套种竹荪项目，平均亩产新
鲜竹荪 400 公斤，总收入达 217 万元，项
目净利润 97 万元。附近群众为林场采收
竹荪，人均年收入 6000 元左右，不少贫困
户因此脱贫。该市围绕“生态兴，百姓
富”目标，通过拓宽林农就业渠道，发展
林业特色产业，提升林业富民成效。今
年，全市完成油茶新造林 1.21 万亩，全市
高产油茶林面积达 19.2 万亩，油茶产值
达 11.1 亿元。另外，还种植了灵芝、草珊
瑚、枳壳、玉竹、黄栀子、铁皮石槲等药材
10 余种，种植面积 1.2 万亩，林下经济效
益猛增。

“增绿”扩成果“护绿”加力度“用绿”提效益

新余“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