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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交，记者来到落户修水县西
港镇西港村的江西奥格尼克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采访，公司总经理梁超正在
水稻秧田里了解秧苗长势情况，只见
碧绿的秧苗在阳光下迎风摇曳。“这是
给 50 亩再生稻育的秧，过几天就可以
抛秧了。下一步要给 200 亩有机稻育
秧，今年春季雨水充足，秧苗长势良
好，不出意外，又是一个丰收年。”梁超

满怀信心地说。
今年 34 岁的梁超，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修水发展有机农业。他先后到
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学习有机蔬菜、
水果和水稻种植。2017 年，他注册了
江西奥格尼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
西港村流转土地 350 余亩，种植有机水
稻、有机蔬菜、有机水果等。为了发展
高端农业，梁超和江西省农科院、江西

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建立合作
关系。

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提升，梁超
的有机生态农业获得了成功。他通过

“ 稻 鸭 共 养 ”模 式 ，在 基 地 放 养 鸭 子
1500 只、鹅 300 只，利用鸭鹅除虫、除
草，稻谷成熟后，生态放养的鸭鹅很受
消费者青睐，卖得特别好。去年，仅卖
鸭鹅收入就达 25 万元。同时，利用人

畜粪作肥料，种出来的有机大米线上
线下销售旺，他给大米注册了“上望
龙”商标并获得有机认证。

在梁超的带动下，当地有 100 余户
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到基地务工等形
式脱贫致富。西港村村民梁桂宝、涂益
贵在基地务工，每人每月工资 3000 元，
其余在工地做零工的贫困户，每人每年
均能获得 6000至 1万元不等的收入。

“今年，我计划通过向上争取一个
农业产业园项目，对产业基地 4 条主干
道进行硬化，开挖 2.5公里排水沟，带动
周边 1000 余亩稻田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梁超信心满满地说。

梁超和他的有机农业
陈小荣 朱修林 本报记者 练 炼

省医保局预付近32亿元资金

保障新冠肺炎疫苗免费接种
本报讯（记者刘佳惠子）为贯彻落实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费

用主要由医保基金支付的部署安排，3月以来，省医保局立足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践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要求，会同财政、卫生健康部门研究制
定疫苗经费保障政策，迅速部署疫苗经费保障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按计划免费接种疫苗。

据介绍，截至3月底，省医保局已经向省疾控中心全额预付
今年 4至 6月的疫苗采购费用，共计 31.914亿元，确保了“钱等
疫苗”。下一步，省医保局将在国家医保局的指导部署下，及时
跟进政策落地执行情况，按规定做好疫苗及接种费用按月结
算，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未来工匠培育计划”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芳）4月 26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为培养适应航空制造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
人才，我省启动“未来工匠培育计划”，设立“航空强省班”。

2021年江西省“未来工匠培育计划”招收我省高校普通高
职（专科）院校参加省级及以上技能竞赛工科类赛项并获奖的
优秀应届毕业生。南昌航空大学为培养高校，采取统一考试、
单列计划、单独划线的考试录取办法。考生须参加2021年江西
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公共基础科目统一考试和南昌航空大学组
织的专业基础科目考试。

南昌大学举办兰花展迎校庆
本报讯（记者童梦宁）4月 26日，记者了解到，南昌大学举

办兰花展喜迎办学100周年华诞。此次展出的近200盆国兰和
洋兰，涉及100余个品种，均为珍品，其中有被誉为植物界“金丝
猴”的大黄花虾脊兰。

此次兰花展分为国兰与洋兰精品展、兰花与健康、兰花与文
化、兰花栽培与鉴赏，以及南昌大学江西省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兰科植物科研成果展示五个部分，所展出的大黄花虾脊兰是该实
验室科研团队七八年前首次成功培育出的样品，此次公开亮相旨
在将校园生态文明建设与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有机结合，丰富校园
文化建设。下一步，南昌大学将开设兰花栽培、鉴赏和兰文化课
程等，向学生普及兰花知识，引导学生参与珍稀濒危植物保育、

“林下经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

艾溪湖隧道昌东大道道改完工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4月25日晚，南昌艾溪湖隧道项目

封道工程最难施工的关键节点——昌东大道道改完工。
艾溪湖隧道项目为道路、匝道、地铁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隧道，建成之后，现有的交通结构将实现极大的优化和升级：上
层公路隧道可改善京东大道与北京东路拥堵现状，增加艾溪湖
通过方式的多样性；下层预留地铁管廊，为后续地铁3号线延伸
预留通道。承担施工的中铁十四局艾溪湖隧道项目部负责人
介绍，面对工期紧、体量大、节点滞后等局面，项目部积极调整
施工计划，增加人员设备投入，精细组织，按天落实，最终顺利
完成湖东一期长 480米的地铁隧道封顶、湖中一期长 500米的
基坑主体结构通过五方责任主体联合验收、昌东大道完成道改
等三大重要节点施工建设。

丰城上门为居民激活社保卡
本报丰城讯（通讯员蔡林）近日，丰城市人社局和银行工作

人员组成服务队，为居住偏远的居民上门办理社保卡激活业务。
据了解，丰城市离城区较远的社区和村居民，办理社保卡

激活业务要跑上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为了让居民“沉睡”的
社保卡“活”起来，该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联合银行工作人员，为
30个居委会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让居民足不出户便能激活社
保卡。截至目前，该市累计为 3.8万居民在家门口办理了社保
卡激活手续。

吉州“上下”联动解民忧
本报吉安讯（通讯员张建明）“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快就帮

我们解决了噪音问题。”近日，家住吉安市吉州区永叔街道光明
社区国隆花园里小区的史先生对吉州区融媒体中心表示感
谢。史先生日前通过吉州区融媒体中心“云吉州”APP开设的

《小编帮你办》栏目留言反映，附近建筑工地每天清晨和中午都
在施工，施工噪音影响居民正常休息。吉州区融媒体中心立即
将这一问题反馈给吉州区五型办，并联合该区城管部门到施工
现场了解查看、督办整改，要求工地调整施工时间，确保居民正
常休息，事情顺利解决。

今年以来，吉州区通过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创新为民服
务模式，广泛开展“大调研、广纳谏”，深入推进“我为企业解难
题”等特色活动，走访企业50多家，收集企业反映问题20余个；
借助12345、12343以及“云吉州”APP、微吉州等为民服务平台，
广泛收集群众身边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开设《小
编帮你办》等栏目，帮助群众协调解决问题。截至目前，吉州区
通过各平台已办结各类问题2000余个。

4月22日，蓝天白云下的南昌县向塘总干渠风景如画。向
塘镇统一规划，着力解决农村环卫事业发展滞后、环境脏乱差
等问题，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通讯员 陈志坚摄

4月23日，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山区有机稻、再生稻进入春耕春种高峰。近年来，新余市加速双季高产优质
超级稻研发和示范推广，确保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风景如画风景如画

4月20日，恰逢谷雨，安义县乔乐乡
2000亩的“花果山金果小镇”生态园里，
果农正在整理果园，近50亩樱桃林里果
实挂满枝头。

“晶莹剔透的樱桃进入采摘季了，4
月24日我们这里举行樱桃采摘节。”“金
果小镇”负责人范俊辰说，樱桃采摘过后
还有高山杨梅、湘玉黄桃、猕猴桃……这
里的水果，一年四季都有得采摘，看势
头，今年比去年收获更多更好。

去年的这个季节，因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金果小镇”不得不闭门谢
客。“当时，不仅没有收入，还要不停地投
入。”范俊辰说，令他忧心的是，受疫情影
响，无法安排工人进果园作业，导致部分
果树生长不良甚至枯死。

得到复工复产令后，“金果小镇”的
复产也不容易，没有防疫物资、资金短缺
成了棘手难题。就在范俊辰一筹莫展之
时，当地政府部门为“金果小镇”送来了
充足的防疫物资，同时提供了一笔 100
万元的贷款。这场“及时雨”，让范俊辰
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安义县城
及周边不少市民纷纷来到“金果小镇”，
走进田间地头，赏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
趣，一时客人满园。“去年‘五一’假期，

‘金果小镇’原本打算举办8天的樱桃采
摘节，结果仅3天，樱桃就被蜂拥而来的

游客采摘完了。”范俊辰那段时间忙得嗓
子都哑了，整个“五一”假期有 1万人前
来采摘和游玩，给“金果小镇”带来近
100 万元收入。那些日子，范俊辰脸上
每天都笑容灿烂，每天有活干的员工也
是开开心心。

“我发现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好吃的
水果供不应求，但是‘金果小镇’水果的
品种不够丰富。”范俊辰又开始盘算着如
何丰富水果产品，他在原有黄心金艳猕
猴桃和红心红阳猕猴桃产品的基础上，
引进湘玉黄桃、王子安海杨梅等品种，同
时严格把控选种关、培育关、检测关，确
保到达客户手中的果品都是无公害
产品。

“酒香也怕巷子深，有了过硬的产
品，没有销售渠道也是白搭。”范俊辰说，
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他带领员工四
处吆喝“金果小镇”的产品，参加江西“生
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广东展销会、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与全国零售巨头
天虹商场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天虹江西
商超猕猴桃专供基地；线下忙线上也发
力，“金果小镇”加入美团社区团购平台，
成为其直供产品基地。

头脑活络的范俊辰并不满足于此，
他还利用网络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
往采摘体验。“金果小镇”推出了会员果

树认购制，根据会员的要求，进行水果个
性化定制，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通过地方政府的扶持，加上‘金果
小镇’多种途径开拓市场，去年实现产值
6000万元。”范俊辰说，为了让金果园里
结出更多的“金果”，他带着团队到浙江
等地取经，还向武汉、南昌等地农业科技
院校借智，全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
活三产，布局全产业链。

今年，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
“金果小镇”开始引进物联网项目，让智
慧平台赋能水果种植和销售，实现科学
的管护和更精准的市场营销。

把民生项目建设好、发展好，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现如
今，当地政府把“金果小镇”作为县里果
业种植龙头企业进行大力扶持，支持其
新建1000立方米的冷库中心，引导开发
水果酒等新产品。而“金果小镇”的农旅
融合之路也正起步，农家乐、民宿等已在
加紧建设，一个让游客来了有玩、有吃、
有买的新“金果小镇”正快速崛起。

“关键时刻扶一把、送一程，每一次
的帮扶都令我暖心舒心。”范俊辰说，人
要知道感恩，更要图奋进，“金果小镇”新
的蓝图已铺开：规划建设 5000 亩果园，
一期2000亩已基本完成，园区现阶段准
备栽种500亩新品果树，包括200亩日本
红美人柑橘；新建 3万平方米的柑橘全
开连栋温室大棚；引进车厘子、草莓等种
植，真正实现四季有果、月月摘果。展望

“金果小镇”的美好未来，回味自己的美
好生活，范俊辰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

范俊辰在“金果小镇”查看樱桃成熟度。

“金果小镇”的樱桃
进入采摘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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