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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赣南今朝赣南

本报电（曾美昌） 11 月 7 日上午，全国首个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历程为主题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
度史陈列馆在瑞金开馆。

该陈列馆位于瑞金市沙洲坝镇“二苏大”旧址内，
占地面积 7 亩，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分为序厅、建
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探索、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诞
生、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苏维埃的民主选举、法律的
制定与实施、法律的维护与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形成等八个部分，全景展现了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本报电（蓝玉林） 11月2日至3日，中央电视台
《地理中国》栏目播出寻乌自然生态专题片《龙岩巨
屋》 上下集。节目的播出对该县的旅游产业发展起
到积极推介作用。

央视 《地理·中国》 摄制组围绕寻乌县青龙岩、
东江源头桠髻钵山、云盖岽、项山甑、河角温泉等
绿色生态资源，寻乌蜜橘、脐橙等果业资源，毛泽
东寻乌调查等红色资源，以及客家围屋等古色资源
进行全景式拍摄。同时，对寻乌黑灵芝、寻乌藏香
猪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客家民俗等文化旅游资源进行
了深入挖掘。为了在节目中详细介绍地质、生态、
果业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摄制组还请来了北京林业
大学、赣南地质调查大队的专家教授，讲解寻乌的地
质构造、丹霞地貌形
成、地热温泉、林业生
态环境等知识。

本报电（刘荷英） 11月4日至6日，国家油茶科学中
心在赣州市举行科技支撑赣南油茶产业发展研讨会，并为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赣南试验站举行授牌仪式。研讨会围绕
如何进一步支持赣南老区油茶产业发展，举办了专家讲座
和专题研讨。

赣州现有油茶林面积230万亩，其中新造高产油茶林
65 万亩、低产油茶林 165 万亩。为加快赣州市油茶产业
发展，赣州制定了《赣州市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是一个为国家油茶产业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和服务的协同创新平台，现有8个专业实验室和
1个试验站。中国林科院还曾对赣南地区油茶产业进行专
门的调研，一致认为将赣州纳入国家油茶科学中心的组
成部分，有利于加快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切合当
地的实际需要，并于今年9月，发文同意依托赣州市林科
所设立国家油茶科学中心赣南试验站。

本报电（温群君） 日前，江西省商务厅发布《江西
省物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2015-2020年）》（以下简称

《规划》），赣州被列为江西省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根据《规划》，江西将全面培育50个物流产业集群，重点
打造20个物流示范产业集群。力争2020年，50个物流产
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300亿元。

《规划》提出，在未来五年，江西将建设省一级物流园
区布局城市4个，分别为南昌、赣州、九江、上饶。二级物流
园区布局城市7个，分别是鹰潭、宜春、吉安、新余、抚州、萍
乡、景德镇。《规划》中的50个物流产业集群覆盖11个设区
市、12个国家级开发区和62个县（市、区）。

此外，在即将布局的 20个物流示范产业集群中，赣
州占3个，即南康家具物流产业集群、赣南脐橙物流产业
集群、赣州城市配送物流产业集群。

本报电（章璋） 11 月 24 日至 27 日，第七届中国电
子商务文化节将在赣州举行。

本届文化节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中国电子商务联
盟和赣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扬帆起航、再创辉
煌”为主题，旨在搭建一个宽广、有效的沟通、交流平
台，加快传统行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为全国电子商务
行业发展、地方经济的提升、电子商务应用人才培养和
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文化节期间，将举行

“2015中国电子商务百强”及电商行业导师“金马奖”的
颁奖仪式、中国电子商务大佬巅峰对话、百强峰会、电
子商务应用人才论坛、参观考察等各类主题活动，预计
报名参加文化节的企业有600多家。

组团上网搞营销

为推动赣南脐橙网络销售，提升赣南脐
橙互联网品牌，赣州市联合阿里巴巴、京东
商城、苏宁易购、新农人等电商平台，开展
系列网络营销推广活动。

此次系列活动是为了依托电商平台及物
流配备为消费者提供新鲜、优质的赣南脐橙
和便捷的服务，扩大赣南脐橙的影响力。整
个活动内容包括：围绕“产地直供”、守护净
域公益等主题，在淘宝网特色中国·赣州馆首
页开展“古都赣味，源远流长”赣南脐橙网
络营销活动；结合淘宝网圣诞节期间系列活
动开展“橙心橙意，圣诞有礼”赣南脐橙网
上销售；在淘宝网首页开辟通栏，开展原产
地 直 供 赣 南 脐 橙 主 题 营 销 推
广，并以“赣南脐橙种植第一
人”袁守根引导出赣南脐橙种
植历史，开展品牌故事营销；
在苏宁易购进行“双十一”S级
主 推 销 售 活 动 ； 京 东 特 色 中
国、“食尚主义”频道“双十
一”、圣诞节、年货季赣南脐橙
营销推广活动等。系列活动从
即日起一直持续到 2016 年 2 月
28日。

邀请客人来采摘

为进一步提高赣州“世界橙乡”旅游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赣州市将开展 2015 赣南
脐橙采摘旅游季活动。活动时间为11月13日
至16日。

此次以“脐橙采摘季，欢乐赣州行”为
主题的采摘旅游季活动，主要是以采摘赣南
脐橙为亮点，邀请全国各地自驾游客、网络
旅游达人、旅行商、新闻媒体记者走进“世
界橙乡”亲身体验赣州魅力。该活动主要内
容包括 2015 赣南脐橙采摘旅游季活动启动仪
式暨赣州原创旅游歌曲演唱会；自驾游赣州
踩线采风活动；“脐橙采摘季·飞去游赣州”
赣州黄金机场票媒旅游宣传推广活动等。

在赣南油茶的收获季节，江西瑞金瑞林镇上芫村村民黎乐茂忙着采摘油茶。自从
把林地流转给油茶基地公司后，黎乐茂就过上了“一份林地挣两份钱”的生活——林
地流转挣租金，油茶基地务工挣薪酬。

油茶产业，正逐渐成为赣南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尤其是农村地区产业扶贫的重要
抓手之一。“十二五”以来，赣州把扶贫攻坚作为振兴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和重要民
生工程扎实推进。经过不懈努力，赣南的贫困面貌发生深刻变化，贫困群众生活得到
显著改善。2014年与2010年相比，贫困人口由215.46万人减少到105.06万人，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4182元提高到2014年的6970元，增长67%。

全南县南迳镇贫困户在
蔬菜基地摘菜。

赣州扶贫攻坚再提速
刘珊伊

赣州扶贫赣州扶贫攻坚再提速攻坚再提速
刘珊刘珊伊伊

摸清家底 精准识别

“陈老哥年纪大，劳动能力弱，家中积贫多年，应该给以帮
扶。”“前些年，陈老哥犯了眼疾，家里积蓄都用光了。”近日，江
西省石城县木兰乡小琴村召开村民代表听证会评议村小组贫困
户，在场的村民代表各抒己见，对预选贫困户提出自己的看法。

“现在对贫困户的识别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召开村民
听证会只是十多个环节之一。”在石城县扶贫办主任陈小柱看来，
识别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起始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以往评定贫
困户由村干部说了算，逐级上报名单即可，出现了一些农户找人
情关系，混水摸鱼挤进贫困户里。

如今，为了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石城县创新实行“四步识
别法”，即排除法，按照“八不评”标准逐一排查，拟定初选名
单；比较法，对初选农户的贫困程度指标进行排序，筛选出贫困
户预选名单；听证法，组织召开由村民代表组成的听证会，由预
选贫困户现场陈述理由，村民代表现场评议；倒排法，按照农户
收入从少到多，倒着对农户进行排队，确定符合条件的贫困对
象。“经过层层把关，有效解决扶贫对象底数不清、评选流程不
明、对象不准的问题。”陈小柱说。

赣州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市有国家级扶贫开
发重点县11个、贫困村1419个。至“十一五”末，赣州仍有扶贫
对象215.5万人，贫困发生率29.9％，高出全国16.5个百分点。贫
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以往摊大饼、撒胡椒面的做法，显然杯
水车薪、难见实效。赣州市在推进扶贫开发精准识别中，整合资
源重点帮扶、汇聚力量集中帮扶、落实责任精确帮扶，着力构建

“上下联动、有机统一、多元支撑”的扶贫工作格局。
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进村入户结对帮扶，深入细致做好贫困对象

的精准识别、复核认定和建档立卡工作，夯实精准扶贫基础。坚持以
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分级负责，采取按收入倒排、群众评议等方式，
逐村逐户拉网式调查摸底，把真正的贫困对象识别出来。

此外，为推动扶贫开发，该市在财政上给予配套扶持。从
2012年起，赣州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扶贫开发投入占本级财
政收入比例不低于2%，专项用于扶贫开发。

扶智造血 增强内力

扶贫不复智，没法达到治本的
效果。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赣
州市既输血，又造血，既扶贫，又
扶智。赣州尤其重视对贫困人口的
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使其增强脱
贫致富的内力。

赣州市设立农民学校，免费开
展农村适用技能培训指导，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强化职业技术教育，在
中职学校开设课程、高职院校开设
专业，实现与产业发展、企业用工
的无缝对接，促进农民上岗就业。
如：南康成立的农民学院，结合当
地产业发展以及周边地区劳动力需
求，对农民进行免费定向培训、订
单培训，每年培训农民工 5 万余人
次；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设有鲁
班家具学院，专门开展木工等技能
教育培训，每年可为南康家具企业
培养和输送400余名专业人才。四年
多来，全市共投入“阳光工程”、

“雨露计划”、农村贫困家庭职业学
历教育补助等劳动转移培训资金 4.8
亿元，增强了农民产业发展技能。

一直以来，赣州市是劳动力输出
大市，外出就业人数达 169 万人。对
此，该市全面实施“春风行动”，提供
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近两年来，全
市培训贫困劳动力 6.3 万人，大部分
实现就业，贫困群众依靠自身素质和
技能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增强。

对症施策 精准帮扶

依托厚朴生态林业有限公司，江西全
南县建起 18家林业专业合作社，积极引导
5053 户贫困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劳动力
等要素入股，参与发展芳香花木产业，从
中受益增收。

赣南各地县情不同，致贫原因也不
同，找准病因，对症施治，扶贫工作才更
有针对性、实效性。赣州市推行“一村一
策、一户一法”，为每个贫困村、每户贫困
户量身订制针对性强、组合式的帮扶措
施，对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移民
搬迁、发展产业、金融帮扶、推荐就业等
多元化帮扶方式，助其脱贫致富；对于低
保户、五保户等因病因残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的贫困对象，则实行托底保障。目前，
全市已纳入农村低保、五保的贫困人口有
41.69万人。

被列入省级移民搬迁进城进园示范县
后，龙南县着力实施了“金塘花苑”和

“新圳花苑”两个进城进园项目，建起4084
套公寓房，引导贫困山区群众搬迁入住，
实现移民脱贫。目前，首期700余户已经搬
迁入住。“搬进县城后，儿子到工业园上
班，孙子在附近学校读书，生活一定会越
来越好。”该县深山移民户廖石森成功分配
到“金塘花苑”的一套住房，入住后的他
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

立足各地实际，赣州市注重通过移民
扶贫，助贫困户早日脱贫。2011 年以来，
全市高标准建设移民集中安置点 385 个，
10.4万多困难群众喜迁新居。

全南县金龙镇兆
坑村村民在林下采摘
仿野生种植的林芝。

赣 南 资 讯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赣南站成立

江西物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出炉

赣州成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中国电商文化节将举行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史陈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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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1 月 3 日，赣州 （安远） 信立农产品有限
公司员工在分级挑选脐橙果品。目前正是脐橙上市
期，安远县果农和加工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加
工，保证果品质量，维护赣南脐橙品牌形象。

右图：11月8日，于都县启动“2015赣南脐橙（于都
产区）百日电商营销”活动，50余家脐橙园主与脐橙电商
进行供需对接。该县脐橙种植面积 12.3 万亩，今年预计
总产量6.5万吨，目前有40%的脐橙已订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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