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动态

本报讯 近日，南雄市水口镇水口
村“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开工建设。
作为广东省首批“红色村”党建示范工
程，该工程的启动，将进一步擦亮南雄
红色品牌，为南雄探索党建促发展新路
径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机遇。

水口“红色村”项目预计投入资金
6400多万元，规划项目包括新建水口村
党总支大楼、完善“党建+爱国主义基
地”、水口战役纪念公园、红色遗址修
复、新农村建设、圩镇综合改造提升
等。当天的奠基启动仪式上，党总支部
大楼率先破土动工。

据了解，水口镇是原中央苏区的一
块热土，86年前在这里发生的著名的中
央苏区保卫战——水口战役，是中国近
代革命史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具有重
大的历史意义。水口战役沉重地打击
了粤军，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为红军
之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为
1934 年红军战略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的建设，将
有力推动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升，尤
其是水口镇“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的
党总支大楼的新建、水口战役纪念公园
的提升，将为水口镇打造示范战斗堡垒
提供良好的组织阵地和教育基地支
撑。同时，通过水口镇“红色村”党建示
范工程的建设，可进一步落实“村培镇
管”发展党员、“青苗工程”培育党组织
后备干部。

水口镇党委书记陈如华介绍，该镇
将把“红色村”打造成为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重要窗口和基层组织建设样
板村，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补齐
加快发展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壮
大农业特色产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切实增强水口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 董子龙 彭云

本报讯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落实党组织书记遍访贫困户制度，日
前，始兴县顿岗镇启动实施镇村书记遍
访贫困户行动，全面了解贫困户情况，
解决贫困户需求，为精准脱贫攻坚打下
坚实的基础。

该镇党委书记和各村支部书记结
合“双 113”工作机制和村民农闲的实
际，利用早中晚的时间，按照“一户也不
能少”的原则，每到一户都对照“两不
愁、三保障”确保贫困户的生活状况。
核查“省八有”情况，看房屋是否安全，
与贫困户亲切座谈，了解贫困户生产生
活情况、收入来源、家庭成员情况等，并
认真记录，与扶贫驻村队长商讨帮扶措
施。同时，鼓励贫困户要积极乐观面对
生活困难，努力改善生活条件，送去更
多党的关怀和关爱。截至目前，该镇镇
村党委书记已走访贫困户 330多户。

据悉，为严格落实精准扶贫各项政
策，该镇遍访贫困户工作注重宣讲教
育，摸清贫困户情况，以问题为导向，
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制定脱贫措施，
注重解决矛盾，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
实的工作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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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作为韶关市供销社以
“基层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推
进基层社改造的试点，仁化县董塘中心
社（仁化县强联供销有限公司）、仁化县
周田中心社（仁化县韶顺供销责任有限
公司）相继揭牌，标志着我市供销社创新
基层社升级改造、经营服务体系建设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推进基层社改造是韶关市供销社重
织供销合作网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抓手，
也是发挥供销社服务“三农”的重要途
径。去年以来，韶关市供销社围绕主业，
以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为动力，积极探
索基层社改造新路子。坚持开放办社理
念，走融合发展道路，带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以经营服务全覆盖为目标，重
新组建中心社，吸纳社会能人入社形成
能人聚集效应，助力乡村人才发展；以生
产合作、股份合作的形式吸进广大农户
入社，以期破解供销社发展阵地丢失、经
营业务和服务功能缺失、人才资金流失
问题。

基层社是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
前沿阵地,下一步，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将着力抓好基层社改造这一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努力把基
层社打造成为服务农业生产、农民生活
的重要平台，以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助力
脱贫攻坚。 要闻

日前，记者走进新丰县黄磜镇下黄
村，见到不少山坡上种植了沙糖桔。正
在地里采摘沙糖桔的下黄村沙糖桔种植
户吴均强告诉记者，村里种植的沙糖桔
是由村“两委”干部依据该村自然地理条
件通过招商引入的发展项目。

“在吴老板这个桔园，像我这样的采
摘工有 100 多人，我们在这里采摘一天
可以领到 120 元。今年丰景，收入可观
的很。”村民黄玉琴表示，这黄黄的果子
可是村民们的“金元宝”。下黄村的变
化，仅是新丰县实施三产融合，推动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

做大产业强“引擎”
乡村振兴有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新丰按照“一
镇一业、一村一品”思路，深入挖掘各村
资源，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村村有特色的
产业发展新格局，抓好现代农业园区创
建，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下黄村所属
的黄磜镇茶叶产业园已成功入选我省第
一批现代农业园区名单，成为了全县现
代农业园的排头兵。

近几年，黄磜镇依托高山气候、山水
生态资源，围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培
育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思路，大力发展高
山生态农业，培育发展了以高山茶、佛手
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沙糖桔、樱花、
兰花、枫叶等为特色的农林业，且规模、
效益不断凸显。目前，该镇有茶叶种植
加工企业及合作社 14 家，种植面积约
6500 亩，年产量 442 吨，年产值约 1.3 亿
元；油茶种植面积 3000 亩，年产量 1125
吨，年产值约1000万元。

此外，该镇作为我市“互联网小镇”
建设试点，已初步形成“互联网+”的新
业态，镇内建有丰农电商镇级运营中心
1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13 个。而与顺丰、

申通、圆通等 14 家快递公司的合作，更
为该镇实现了“网货下乡”和“土产进城”
的双向流通功能，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民

“买难”“卖难”的问题。
据悉，接下来该镇还将大力推动生

态农业与生态休闲旅游业融合发展，不
断完善镇内景区之间的道路建设，将黄
磜的几大景区“串联”起来，形成旅游环
线，实现景区景点之间的互通互联、优势
互补、相辅相成，形成特色农业与生态旅
游业互促互进的局面。

完善基础破“瓶颈”
乡村振兴好颜色

过去说起农村，不少人的第一印象是
脏、乱、差。位于梅坑镇的梅南村也是如
此。在梅南村生活了数十年的村民曾庆

泽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村子往昔的模样。
“以前大家环保意识不强，垃圾随手就
扔，村里到处都有家禽跑窜，黄泥路一到
雨天就不好走。”据他回忆，村里开展“三
清三拆”工作之前，到处都是破旧危房，
新建的楼房也因为没有统一规划看起来
十分凌乱。近年来，梅南村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在新农村建设中破旧立新，拆除
破旧房屋、牛栏猪圈，清除村里垃圾，美
化村容环境，硬化环村路面，让这座沉寂
的小村庄重新焕发出生机。人在村中，
村在景中。记者行走在梅南村整洁宽敞
的村路上，放眼望去，山林静谧、流水潺
潺，村民在田间耕作，和谐、整洁、美丽的
新农村如画卷般呈现在眼前。

“整洁美丽是旅游业发展的‘硬件’，
生态宜居是梅东村建设的目标。”走访完

梅南村，记者顺路来到了梅东村。刚到
村口村支书、主任李军礼便向记者介绍
起了该村的旅游产业。

在村里，记者看到了几栋现代与古
典相结合、具有独特工艺特征和造型风
格的徽式建筑别墅，青瓦白墙显淡雅之
气，舒适美丽的内部空间则使人心旷神
怡。李军礼告诉记者，目前，梅东村通过

“三清三拆”工作，平整了 6000 多平方米
的土地。按照规划，这片空地将建成 35
栋徽式建筑别墅和民宿，建成后将会大
大推动梅东村温泉旅游业的发展。

其实除了梅南和梅东两个村，梅坑
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上一直当仁不让，去
年 7 月省人大领导到该镇调研，对该镇
新农村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特约记者 陈志佳

筑牢绿色梦 点亮新生活
——新丰县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纪实

本报讯 为提升镇街形象和宜居水
平，彻底整治镇区内存在的乱堆乱放、
乱搭乱建、乱摆乱卖、乱停乱放、乱拉
乱挂、乱贴乱画等“六乱”行为，近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镇开展了“六乱”
整治宣传活动，努力创建整洁干净、文
明有序、交通顺畅、便民利民的镇容环
境。

据悉，本次行动将重点整治大桥街

和区域内坪乳线路段。行动期间，共清
理居民房屋前和店外经营堆物 7家、清
理水渠 250米、拆除违建棚 1处、清理垃
圾杂物 8车。

在开展整治的同时，大桥镇组织创
文工作队伍积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一
方面积极向群众宣传 139 镇街整治提
升、“六乱”整治等相关内容和要求，另
一方面向群众派发《关于共同建设美丽

大桥的一封公开信》，引导群众自觉规
范自身行为，严格遵守“六乱”专项整
治工作的相关要求，积极参与和支持大
桥镇街整治提升工作，本次宣传共发放
相关资料 500余份。

下一步，大桥镇将继续加大“六
乱”整治宣传力度，逐步促进群众改善
生产生活习惯，引导群众自觉纠正“六
乱”行为，努力打造宜居、畅通、美好、
和谐的镇区环境，为推动 139镇街整治
提升工作添砖加瓦。

大桥

本报讯 近日,由省财政拨款修建的
乐昌峡库周公路二、三期路面硬底化工
程经过 3 个月的紧张施工，提前 1 个月
顺利竣工。

据悉，共硬化道路 39.705 公里，总
投资 4395万元。其中，乐昌峡库周公路
二期（乐昌峡管理处至水源村委会）硬
底化工程 18.37公里，总投资 2097万元；
三期（瑶森水厂至桂花坑）硬底化工程
里程 21.335 公里，投资 2298 万元，为顺
利完成乐昌峡水利枢纽遗留问题治理
工程任务奠定了基础。

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于 2013年 6月
26 日完工。该工程建成后对乐昌的经
济等均带来不少的好处，但也遗留了公

路路面破烂、山岭塌方等历史问题，引起
了省市的高度重视。为确保社会稳定，
让民生工程真正发挥民生作用，省人民
政府决定拨款对乐昌峡水利枢纽建设的
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主要包含
公路路面硬化、边坡治理、新开公路等项
目，估算总投资 3.5亿元。其中，明确要
求2019年1月底必须完成乐昌峡库周公
路二、三期硬化工程。

为妥善处理好乐昌峡水利枢纽建
设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期完成省和韶
关、乐昌下达的任务，乐昌市交通运输
局采取多项措施，在时间紧、任务重的
情况下，高度重视，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将该工程列入重点项目，未雨绸缪做好

各项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如协调电力部
门落实通电事宜，做好搅拌站的选址以
及公路沿线村民的思想工作等等。去
年 10 月上旬开工后，领导班子及成员
又多次深入该工程实地调研，时刻跟进
进度，合理安排施工路段，统一调配车
辆的停放和走向，积极推进工程顺利实
施，从而使库周公路二、三期硬化工程
有条不紊推进，现整体工程已验收完毕
并投入使用。

为做到工程科学合理、确保质量，
相关部门修路前精心谋划，多次组织库
区村民代表、专业技术人员对乐昌峡库
周公路二、三期硬化工程进行现场勘
查、设计和预算，并统一组织招标确定
施工方。同时，还委托监理单位进行现
场监督检验和技术指导，确保成为优质
工程、民心工程。

周昭农

乐昌峡库周公路二三期路面硬化工程竣工

高质量提前完成民心工程

外地客商正在沙田镇龙潭村大批量采购砂糖桔，装车运往北方市场。潘慧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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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福彩全力支持新年公益健行
新时代新征程，告别2018，逐梦2019，

承载着一年的付出和收获，我们该以怎样
的方式去迎接新年？2018年12月30日上
午，清远福彩主办的清远市第五届“为爱出
发·新年健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近3000
名市民汇聚市区江滨公园，用公益和爱的
脚步，丈量城市文明，刻下城市温度，携手
迈向2019年，向美好生活出发。

清远福彩全力支持公益健行
本次“为爱出发·新年健行”活动由清

远市委宣传部、清远市文明办、清远市民政
局、清城区委宣传部等单位指导, 清远市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清城区文明办和清远
日报社联合主办。自 2014年以来，“为爱
出发·新年健行”活动作为每年一度的公益
盛事，已连续举办了五届，这是清远福彩第
三年支持该活动，旨在致敬历史，献礼改革
开放40周年。活动中，将福彩文化与公益
健行相结合，在绿色、环保的健步中融入公
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内

涵。在健步沿线，融入福彩公益元素，并在
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呈现。沿途设置多个福
彩公益展板，展出近年来福彩公益事业取
得的成绩，让市民对福利彩票发行宗旨和
公益属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主题展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活动以

“壮阔四十载 清远再出发”为主题，沿途
设置了时光隧道“改革让生活更美好”主
题展，重现“清远经验”“农综改”等改革开
放40年来的清远印记。回顾历史、展望未
来，改革再出发。健行路线从演艺广场出

发，市民可在沿途四个广场参与精彩纷呈
的各类主题活动，不仅可以观看到小球员
们秀炫酷球技，聆听一场以“春”为主题的
诗歌快闪，参与千人彩绘迎新年，还可以
给自己写一封“时间锦囊”，许一个心愿，
献一份爱心，对过去说一声“再见”，对未
来的美好生活说一声“你好”。

清远福彩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
活动现场活跃着一群穿着红马甲的

身影，他们就是来自清城区福彩志愿者协
会的志愿者们。得知清远举办这一公益
盛事，协会会长梁潮杰带头，其他会员纷

纷踊跃报名共同参与活动志愿服务，有些
会员还带上家人一起上阵。福彩志愿者
是当天最早到达活动现场的志愿服务团
队，除了高效完成活动现场报到、签名、打
卡、冲刺等指引任务外，还主动帮忙清理
前一晚其他活动遗落的垃圾，积极表现得
到活动主办方的好评。活动当天，清远正
高挂“寒冷橙色预警”信号，福彩志愿者们
正是在这样的天气下，身体力行参与公益
活动，践行福彩宗旨，弘扬福彩文化，为清
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出一份力，让这座城
市变得更温暖。 省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