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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湖乡及时化解村民信访矛盾
本报樟树讯（记者陈璋）“村上龙溪河改道征地款使用的来龙

去脉终于搞清楚了，大家再也不用为这事烦心了。”近日，樟树市洋
湖乡敖刘村的村民遇到乡纪委干部时说。

此前，因为敖刘村龙溪河改道征地款的使用不够透明，村民认
为是前任村主任贪污了征地款，打算到市里集体上访。该乡村级
纪检监察信息员听说此事后，立即向乡纪委反映情况。乡纪委介
入后，联合乡财政所到敖刘村详细核查相关账目。通过一个月的
调查，未发现有关问题，并及时向村民公布了账目情况。如此，既
还了前任村主任一个清白，也平复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这是洋湖乡纪委有效化解农村涉及纪检监察业务信访矛盾的
一个缩影。该乡纪委依托村级纪检监察信息员、村纪检委员、乡纪
委干部三级人员，建立完善管理模式，实施信访网格化管控，并坚
持端口前移，发现问题及时“上门服务”，主动将问题隐患化解在群
众家门口。如今，洋湖乡12个村（居）委已全部配有村级纪检监察
信息员，他们就像分布在基层的“传感器”，及时传递农村纪检信访
信息，做到苗头问题早发现、早调解、早处理，从源头上解决群众的
堵心事和烦心事。

东新乡水利冬修护民生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罗媛）“沟渠整治好了，来年

我流转的千亩稻田不论是天旱还是多雨，不用愁了。”近日，南昌县
东新乡石歧村种粮大户万保水高兴地说。

去年，东新乡辖区内抚河故道沿线的农田和基础设施遭受一
定程度的损毁。入冬以来，东新乡围绕“防汛抗旱并重、水环境防
治及修复并举”的思路，紧盯薄弱环节建设及突出问题治理，启动
石歧村补水站沟渠及排水闸整治工程。“我们强化督查、严肃纪
律，加强对项目招投标、进度、质量、验收和资金等风险点的把
控，着力把水利工程建设成为‘廉洁工程’。”东新乡纪委负责人告
诉记者。据悉，东新乡纪委、电排站严格按照南昌县“四三二一”水
利工程管理体系，实行“四制度、三合同、两公开、一监督”，提高水
利防御能力。

迎着冬日暖阳，记者来到位于赣闽
交界的瑞金市拔英乡，只见山水一色
绿作妆，文化广场、农家新院、产业基
地……在暖阳的映衬下，一幅世外桃源
般的美景显现眼前。采访中，一个个脱
贫致富、乡村建设的故事，让记者品味到
幸福的味道。

贫困户成了致富带头人

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后短短三年内，
不但自己脱了贫，还成了瑞金市兴鸿养蜂
合作社的负责人，刘周表从贫困户转变成
致富带头人的故事被村民津津乐道。

带着好奇，记者来到兴鸿养蜂合作
社，故事主角刘周表正在熟练地收割蜂
蜜，得知记者来意，他憨厚地笑着说：“这
得感谢党和政府的扶持，我原来帮人砍
毛竹为生，生活十分困难，被精准识别为

贫困户后，乡里得知我有养蜂经验，在资
金、技术等方面帮扶我，从原来因无力投
资只有十多箱蜂，发展到如今有 300 多
箱，年收入达 30 多万元。”2018 年，刘周
表与 17名社员成立养蜂合作社，发展养
蜂产业，如今整个合作社蜂箱达 1000 多
箱，年产值达 100 多万元。刘周表还广
开思路，把养蜂场建成集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农家乐，另外再养了2000多只鸡鸭，
光这项年收入就超过2万元。

刘周表致富故事是该乡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带动群众发展产业的一例，该
乡涌现了林珍专业合作社、鸡公寨养殖农
场合作社等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合作社。

不愿回村的“忘本汉”回村了

被人戏称为“忘本汉”的刘老汉是荣
光村村民，自从在城里居住后，回来次数

很少，偶尔回村也呆不过一个小时。但
听说他上个月回村里住了。

记者找到刘老汉时，他正在村文明
实践站和几个人下象棋，“不是我忘本不
愿回村，而是原来村里到处脏乱差，河道
淤塞污水直流，实在没法住，现在不同
了，乡里不但清理了淤道，还硬化了道
路，建了休闲广场、停车场，搭了戏台。
这里空气好，环境不比城里差，所以我就
回村里住了。”刘老汉笑呵呵地说。

刘老汉的回迁得益于该乡大力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近几年，该乡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用于水、电、路、学、医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村里种了“摇钱树”

“村里种了‘摇钱树’。”该乡党委书
记刘小林说。看记者一脸茫然的样子，

他指着一个正在建设的养牛基地笑着
解释，这是白沙村建设的能养 100 头牛
的基地，建成后将租给村里的养牛大
户，既解决了养牛大户投资建基地负
担，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这就是村
里的“摇钱树”。

原来，该乡依托自然资源致富的优
势，根据各村情况，发展山区特色产业，
如在高岭村种植高山蔬菜，在拔英村养
梅花鹿，在红门村发展毛竹加工，在赤沙
村推广油茶种植。产品丰富了，但由于
离县城远，有的产品如高山蔬菜不能及
时运出，导致价值下降，而且缺少农产品
加工基地，不能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该
乡认识到这点，瞄准农产品加工等项目，
积极争取资金，扩建毛竹加工厂、冷库储
存基地、肉牛养殖厂、油茶加工基地等14
个，租赁给农户，既减轻了农户建厂投资
负担，又发展了村集体经济。

春节临近，紧依昌江的鄱阳县鄱阳镇磨刀石村的
脱贫户一个个忙并快乐着。他们忙着备年货，盘点去
年一年的收成。脱贫户们开心地对记者说，如今有了
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这日子是越过越幸福。

1月20日是农历的腊八节。趁着晴好天气，脱贫
户曹红家里晒满了腊肉、香肠。她对记者说，去年赚
了钱，打算多备些年货。2018年，曹红的丈夫因病去
世，家里的重担便落在她一人身上。为丈夫治病家里
欠了债，又要照顾病重的婆婆，还有即将高考的儿子，
曹红那时是身心俱疲。更让她无助的是，村办幼儿园
撤了，她也失业了。

曹红一家入不敷出，日子过得艰难。“那年春节，
想给孩子置办一件新衣服都没钱，买两斤猪肉就算
过了年。”说起往事，曹红有些心酸。

2019年6月，在鄱阳县城管局的大力支持下，磨
刀石村成立鄱阳县绿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县
城8座公园的绿化管护。公司下设8个班组，吸纳50
名园林养护工人，其中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有 25
名，曹红正是其中之一。

经过培训，曹红干起了剪枝和清洁工作，她的脸
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工作有弹性，收入也不错，日子
有盼头了。”

“去年你家过得怎么样？”记者问道。
曹红眉开眼笑，她掰着指头，一笔一笔算起幸福

账来：“有免费体检，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有工作收
入……还当了个小班长，涨了工资，一年收入有六七
万元，现在我每天把婆婆安排妥当后，再骑电动车去
上班，顾家和工作，两头都不误。”

记者了解到，曹红的年度“幸福账单”上，不仅有
六七万元的经济收入，还有更加鼓舞人心的喜讯：去
年大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小儿子在省重点高中
读高三，成绩名列前茅。两个孩子读书的学费全免，
曹红的幸福让村里人羡慕不已。

“这样的好生活，以前做梦都不敢想。是县城管
局的帮扶，才让我们一家人过上了幸福日子。现在
我经常教育孩子们，好好读书，以后更好地回报社
会。”曹红对记者说。令她欣慰的是，大儿子一放寒
假，就在县城做起了疫情防控社区志愿者。

与曹红家相隔不远的舒世友见记者来访，盛情
邀请记者去他家做客。聊起家里的变化，舒世友

的幸福溢于言表：“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工资
3000 多元。”“想不到”“不容易”“感谢党”，是他对
记者说得最多的话。“一双儿女外出打工，一年下
来差不多有 10 万元的收入。”舒世友说，如今最大
的幸福，是一家人今年可以不再挤住在62平方米的
一层楼里。

“原来小孩读书，自己又没有正经工作，新房只
砌了一层楼便没钱再往上盖了，还常被人笑话。”舒
世友心里不是滋味。去年挣了钱后，他家一层楼加
建成三层楼，二楼还精装修了一番，铺了地砖，卫生
间装上了冲水马桶和热水器。舒世友早早地打扫好
卫生，就等着儿女回家过年住新房。

今年 59 岁的余赛英，儿子患肌肉萎缩十多年，
一直没钱医治。为此，余赛英一度意志消沉。在外
面打工，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微薄收入，日子过得让
余赛英时常落泪。

幸福时光的开启始于去年年初，余赛英在“绿
康”经过培训后上了岗，做的是剪枝和管护工作。第
一个月领工资，收入比在外面打工翻了三番，她很是
兴奋，从此干起活来更加卖劲。“3 个月存了 1 万多
元。”余赛英对记者说这话时，满脸的笑容。她说要
继续努力，挣更多的钱，然后带儿子去北京治疗。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真快！去年，扶贫干部帮我
联系了专家，等过完年就带儿子去北京，看病还有报
销呢。”余赛英幸福地说道。的确，现在磨刀石村办
起了公司，村集体有了收入，村里的路好了，水清了，
房修了，灯亮了，公厕建了，小乐园有了……村民们
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结合村里地处县城的优势，“绿康”打造“农村30
分钟就业服务圈”，构造起“党支部+村级劳务合作
组织+脱贫户劳动力”的30分钟就业模式。离家近、
时间灵活，让脱贫人口稳就业稳增收。

村集体经济的家底厚了，村民们的福利也越来
越好。“去年 8 月，村里每户分红 500 元，11 月是 800
元，而 9 月和 10 月每月每户有近 2000 元，12 月的现
正在算。公司还盘算着今年为村民买社保。”“绿康”
公司相关负责人陈洁边翻着账本，边对记者介绍情
况。她的手指快速地按着计算器，计算器报数发出
的声音，就像一个个动听的音符，奏响脱贫户就业和
生活的幸福之歌！

吉州打通乡村幸福路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范小勇、彭驰）近年来，吉安市吉州区把

“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
过实施农村公路改建、续建、修建等，打造美丽畅通、安全舒适的农
村公路交通环境。

S442省道全长34.37公里，贯穿吉州区四个乡镇21个村委会，
辐射带动沿途 67 个自然村。经过改线、优化线形成的道路，极大
地缩短了吉州区各个乡镇之间的距离，从以前的80分钟到现在的
40分钟，方便了周围群众的出行。

同时，吉州区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的S223兴桥至钓源段公
路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该项目建设里程全长3.9公里，建成后可
将沿途产业、旅游观光业全部串联，成为中心城区通往吉安后花园
的一条快速路。

据了解，2016 年至 2020 年，吉州区共完成通村公路的硬化
82.3公里，建制村窄路面拓宽89.6公里。目前，吉州区境内农村公
路总里程为743.938公里。

夏德四和他的扶贫车间
本报记者 徐黎明

1月19日，位于高安市灰埠镇铜塘村的扶贫车间一片忙碌，工
人们正在调色、拌料。车间外，粉笔厂负责人夏德四趁着天气晴
好，指挥工人晾晒粉笔。几天后，这批粉笔就可以装箱发运。

夏德四今年 46岁。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2019年，他在
驻村工作队的扶持下，在粉笔厂建起了扶贫车间，走出一条“造血
式”扶贫路子。

“我在厂里做了快一年了，月工资平均有 3000 多元。”贫困户
谌湖英的丈夫患糖尿病，不能下地干活。经驻村工作队介绍，谌湖
英到粉笔厂上班，每个月有了稳定的收入，还不耽误照顾丈夫。

2011年，夏德四返乡创业，在灰埠镇租了一个800平方米的厂
房生产粉笔，由于销售不畅，工厂效益很不景气。2013年，夏德四
通过朋友认识了一名做外贸生意的宁波人，他手上有很多粉笔生
产的订单，却苦于产能不够。夏德四立即贷款 40 万元，租用闲置
的老村委会办公楼作为生产车间，生产从此蒸蒸日上。

2019年，夏德四的订单越来越多，产能也跟不上了。这时，高
安市委宣传部驻铜塘村第一书记梁剑锋主动与扶贫部门对接，争
取帮扶单位和灰埠镇政府的支持，整合上级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资源，由村委会注资50万元与粉笔厂
合作，共同完成了企业的改造升级。

夏德四租用了村里扩建的厂房，加大马力生产粉笔，产品远销
欧美、东南亚。2019年，粉笔厂产值达到 400万元，2020年产值超
过1000万元。

“租金的一半分给贫困户，作为入股资金，年底可分红。另一
半给村委会作为集体经济收入。”梁剑锋说，夏德四每年只需向村
委会缴纳 6万元租金，便拥有数千平方米厂房的使用权。粉笔厂
还安排了 8 个贫困户就业，他们每月的工资有 2000 元至 4000 元。
根据合作协议，粉笔厂每年上缴固定利润给村委会，驻村工作队每
年从中拿出 50%的利润对贫困户进行差异化帮扶。去年，在扶贫
车间工作的贫困户全部退出贫困行列。

1月22日，工人在万载县千年食品有限公司南酸枣糕生产车间
赶制产品，全力备战春节销售旺季。2020年，该公司实现年产值
2.65亿元，产销实现双增长。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山乡里的幸福故事
本报记者 刘美春

鄱阳县磨刀石村有了“30分钟就业服务圈”

这个“圈”让村民开启幸福时光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上官理

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温暖送到百姓心坎上，把事关百姓的大事小情做实办
妥，“十三五”期间特别是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出实招，求
实效，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为宣传报道好全省各地民
生领域取得成绩的方方面面、惠及人民群众的点点滳滴，本报即日起在民生版推
出“幸福账单之喜刷民生事”栏目，江西新闻客户端同步呈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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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谈起现在的幸福生活，曹红脸上露出
开心的笑容。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1月20日，舒世友在自己家中。加了层的房子
正在精装修。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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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航
拍已通车的新余
市绕城一级公路
水西段，穿越河流
和 乡 村 蔚 为 壮
观 。“ 十 三 五 ”期
间，新余市通过优
化国省道公路路
网布局，改善公路
交通运输环境，促
进城乡一体化建
设，全市干线公路
总改造里程为147
公里，总投资超过
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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