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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产业提质，
以不破不立的信心加快

产业升级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乡村兴才能百姓兴，
百姓兴才能稳脱贫。位于鄱阳县北部的永丰
村存在着脱贫任务重、资金缺口大、产业发展
滞后、帮扶力量弱等问题，2015年以来，省港航
管理局以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积极加大产
业扶持力度，投入产业建设资金135 万元，争
取有关部门扶持资金150万元，省港航管理局
驻村工作队举办产业和就业技能培训班5期，
逐一攻克土地、人才、技术、资金等难关，帮助
永丰村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1家，实现村集体
经济收益从2015年定点帮扶之初的不足1万
元到2020年的超30万元，为全村公共事业和
民生事业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

此外，省港航管
理局还积极帮助永
丰村聚力打造水
果、茶叶种植，家
禽、家畜养殖，光
伏发电等产业，有
效带动贫困户增收
致富。目前，该村
已建成扶贫光伏电站
150 千瓦，电站收益成
为村集体持续稳定的收入
来源；改变一家一户的分散经
营模式，引进市场主体搞规模化开发，建成果
园150亩，白茶产业园230亩，既盘活了闲置山
林，又提供了就业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
钱；年出栏家禽 1 万只，养殖肉牛等家畜 150
头，规模养殖助脱贫村民走上致富路。

目前，永丰村完美一号水蜜桃、红心猕猴
桃在周边拥有非常好的口碑，一到采摘季节，

游人如织、供不应求，为贫困户发展
产业注入了源头活水。同时，聘请
浙江技术人员精心护理 230 亩有
机白茶园，全园安装现代化的喷
灌系统，致力打造成现代化的高
效、丰产、示范农业产业园，后期
将开发成集旅游、采摘于一体的农
村休闲景点。

抓项目提速，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快

创新发展

省港航管理局紧紧围绕贫困户“两不愁三
保障”和贫困村摘帽指标要求，以十大扶贫工
程为工作主线，仅在永丰村就投入帮扶资金
450多万元，实施帮扶项目70余个，涉及水电
路桥、产业奖补、集体经济、就业培训、济困助
学、环境整治、文化及生活设施建设等领域，让
户户喝上“放心水”、家家住上“安全房”。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贫困地区彻底脱贫的
基础性条件，是关系到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发展
质量的关键性要素，也是使贫困地区稳定脱
贫、不再返贫的重要保障。在省港航管理局的
帮扶下，鄱阳县永丰村共硬化道路13.6公里。
其中硬化通村主干道5.8公里，硬化12个村小
组的通组路6.1公里，硬化贫困户及村民入户
路1.7公里。修建便民桥10座，建设生产道路
11.5公里。

在修水县山口镇杨坑村，省港航管理局积
极宣传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和“一站式综合
服务”政策，扎实做好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
和大病补充保险代缴工作，同地方政府一道积
极解决贫困户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饮水安全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电网
改造工程、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纷纷上马，多个
定点扶贫村基础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村容村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永丰村更是荣获鄱阳县文明
村镇、上饶市市级生态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美
誉，是附近闻名的文明村、生态村。

抓管理提升，
以抓铁有痕的恒心加快

完善体制

推进乡村振兴要选好“领头羊”。省港航
管理局紧抓支部建设的“牛鼻子”，始终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开展系列党建活动，实现了“党
建+治理”、“党建+扶贫”的结合，驻村工作队
通过组织生活会、座谈会、入户访谈等形式，帮
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解
开了贫困户思想上的疙瘩，有效提升了贫困群
体脱贫致富的精气神。

省港航管理局在永丰村五年没有更换第
一书记，驻村干部在抓好基层党建日常工作的
同时，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丰富党建文
化活动，加强与当地乡党委的协调联动，通过
多种方式引导优秀人才返乡创业，积极推荐和
培养优秀人才、致富带头人进入党员队伍，让
村组干部和党员充分发挥作表率、勇争先作
用，为群众树立榜样，先后有4名党员成为致
富带头人，其中1名党员率先成立合作社，2名
党员先行先试发展果园，1名党员因地制宜发
展养殖业。

通过几年持续建设，作为省港航管理局机
关定点帮扶村，永丰村党支部由传统的“火车
头”成为现代“动车组”，连续多年被县、乡党委
授予先进基层党支部，现在是上饶市党建红旗

示范点，已成为党在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和服务
群众的主阵地。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省港航管理局党委
靠前指挥、扎实推进，建立了相关领导挂点联
系制度，定期听取驻村扶贫干部及有关人员
帮扶工作汇报、研究帮扶工作，不定期深入帮
扶村进行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帮扶村基本情
况，指导驻村扶贫干部工作，帮助帮扶村解决
具体问题。

定点扶贫以来，省港航管理局在党委会、
局务会研究扶贫工作31次，相关领导到扶贫
点调研65次，听取扶贫工作专题汇报36次，真
正做到了“扶贫精神及时落实、扶贫工作主动
规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贫事项提前安
排”。在省港航管理局党委的动员下，全体党
员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投身到脱贫
攻坚战场，先后有15名机关优秀青年干部踊
跃投身于驻村扶贫或结对帮扶工作中。

凝心聚力助脱贫 定点帮扶结硕果

江西省港航管理局助力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到鄱阳县文明村、上饶市市级生态村、上饶市基层党建红旗示范点和

国家森林乡村。从薄弱的村集体经济，到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建果园、茶园和光伏发电站，村集
体经济收入一举突破30万元；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落后，到乡村“颜值”持续提升、村容村貌彻
底改善……上饶市鄱阳县侯家岗乡永丰村实现了基层党建、扶贫产业、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的蝶
变，这是近年来省港航管理局定点帮扶贫困村工作结出累累硕果的一个缩影。

自定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省港航管理局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聚焦贫困人口减贫、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振兴发
展等工作，逐一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问题，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从2015年8月起，省港航管理局累计投入帮扶资金和争取行业发展资金2000多万元。在上饶
鄱阳、九江修水、宜春樟树等帮扶贫困村17个，派出驻村工作队9支，驻村干部56名，实施帮扶项目
130个，累计减少贫困人口1803人，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启航画上省港航管理局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图由省港航管理局提供鄱阳县侯家岗乡永丰村等贫困村旧貌变新颜鄱阳县侯家岗乡永丰村等贫困村旧貌变新颜。。

永丰村种永丰村种
植业发展成效植业发展成效
显著显著，，猕猴桃猕猴桃
硕果累累硕果累累。。

永丰村里有了文化墙。 永丰村党支部正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永丰村党支部正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省港航管理局干部职工为永丰省港航管理局干部职工为永丰

村的孩子们捐赠书包等学习用品村的孩子们捐赠书包等学习用品。。

永丰村的道路实现硬化永丰村的道路实现硬化。。

1 月 10 日是第一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又恰逢周日，但千千
万万人民警察依然奔忙在执勤
岗位上、办案征途中、抗疫第一
线……在这个节日里，我们向他
们致敬！

设立警察节，是党和政府对
人民警察队伍护航平安中国、法
治中国建设成就的充分肯定，是
对他们再建新功的殷切期待。

岁月静好，背后是许多人负
重前行。有人说，警察是和平年
代最危险的职业。铤而走险的
犯罪分子、突如其来的灾难险
情、来势汹汹的流行疫病……新
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有
1.6 万多名民警因公牺牲，还有
法院、监狱、戒毒所等其他部门
民警。

越是节假日，车水马龙的街
道、人气爆棚的景点、摩肩接踵

的商场越需要他们守护，家人们
盼归的眼神换来的常常是他们
的愧疚，但是他们不嗔、不怨、不
躁。万家灯火，举杯欢庆的时
候，他们在街上、在单位、在警车
里、在抗疫一线，守护平安、祥
和、温馨。

有困难，找警察，人们早已
耳熟能详，但警察也会面临很多
困难。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他
们执法时的铁面无私、办案时的
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希望他们无
所不能。他们的坚守与执着，源
于心底对人民的大爱、对祖国的
忠诚。

百年红船劈波斩浪，驶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
民警察，重任在肩，使命光荣！
剑胆琴心，勇毅前行，在这个庄
严的节日里，向人民警察致敬！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致敬，人民警察！
新华社记者 王 研 熊 丰

1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一支队民警在执行
任务。这是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队伍。当天，他们迎来了自己的
节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让我们向中国人民警察致敬！祝他
们节日快乐！ 新华社发（贺家欢摄）

■新华时评

1月10日，在上海外滩执勤的两名特警向警航直升机悬挂的国旗和警旗敬礼。
当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上海公安机关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新华社发（王鹤春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布《新时代的中
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26000字，除前言、
结束语外，共包括八个部分，分别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
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时代中国国际发
展合作取得新进展、助力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应对全
球人道主义挑战、支持发展中国家增
强自主发展能力、加强国际交流与三
方合作、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展望。

白皮书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
展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引领，精神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方
向更加清晰，行动实践更有活力。中

国国际发展合作规模稳步增长，并更
多向亚洲、非洲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和

“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倾斜。
白皮书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中国根据有关国家发展
需要，积极开展发展合作，推动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

白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
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
祉造成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
安 全 带 来 重 大 挑 战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重道远。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正确义利观
为价值导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全球发展
注入中国力量。

国新办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10日电 （记
者余谦梁、郑世波）印度尼西亚警方10
日说，印尼搜救人员已打捞起印尼三
佛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部分遇难者遗
体，并将其运往印尼国家警察医院接
受尸检化验。

雅加达警察局卫生部门负责人奥
马尔当日通过电视直播，呼吁失事客
机乘客家属尽快前往印尼国家警察医
院，提交能够协助辨认遇难者身份的

信息和物品。
印尼国家搜救局联合印尼交通部、

印尼军方和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
正在事发海域展开救援行动。印尼国
家搜救局官员说，搜救人员在雅加达千
岛群岛区域的拉基岛附近海域打捞起
疑似遇难者的衣物和飞机残骸。

印尼国民军总司令哈迪对当地媒
体表示，印尼海军已捕捉到疑似失事客
机发出的信号，目前潜水员正下水确认。

印尼打捞起失事客机部分遇难者遗体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9日电（记者
谭晶晶、黄恒）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9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8日全美
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万例，达
314093例，刷新美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最高纪录；新增死亡病例逾3600例。

据美疾控中心消息，截至8日，美
国近7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24.8 万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近 3000
例，两项数据均创美国新冠疫情以来

新高。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心，日前发

生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可能
引发新冠病毒“超级传播”事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
计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新冠累计确
诊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9日晚，该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近221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
超过37.2万例。

再创新高

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超3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