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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天气寒冷，阴雨连绵，但在仁化
县董塘镇安岗村搭建的 40多亩温室大棚里，盛开的
绣球花娇艳欲滴，美丽动人。这是董塘镇安岗村去
年引进的“绣球商品盆栽”扶贫产业项目,目前已初
步成型，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安岗村是省定贫困村、革命老区村，是被省委
组织部确定为全省 60个“红色村”党建示范点之一
村。去年以来，该县在安岗村大力实施红色堡垒、
红色阵地、红色服务等红色党建引领八项工程。为
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该县在“红色服务”
方面，引进广州一家公司发展“绣球商品盆栽”项
目，投资 1000 多万元，其中统筹扶贫资金投资 128
万元，致力打造一个生态型、特色型、服务型、效益
型的现代农业扶贫示范点。

“绣球花是草本植物，种植当年就可以出花，这
种花非常漂亮,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特别是在广东盆
栽市场我们很有优势。整个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
值可达 1500 多万元。”董塘镇安岗村绣球花基地负
责人廖志朋说。

董塘镇安岗村利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通过第一产业“绣球盆栽生产”，结合第二产业“绣
球花鲜切花、永生花和干花加工生产”，以及第三产
业“绣球花销售和绣球花主题乡村休闲旅游产
业”，致力打造一个生态型、特色型、服务型、效益
型的现代农业扶贫示范点。该村贫困户可通过集
体收入、入股分红以及务工收入增加收入。目前，
2018年分红收益已发放到村集体及贫困户；基地为
46位贫困户发放务工工资共计 23万元。

“我们和公司合作分为两期，第一期就是共建，
交给公司管理，公司每年给村委会集体和贫困户分
别是 4万元和 8万元，全村 46户贫困户人均可分约

600元，每年可增加收入。第二期就是入股分红，另
外还要解决当地村民的务工问题，每天固定大概十
个人，高峰期有三四十个人。”驻村第一书记雷禹民
跟笔者算了一笔收入账。

据悉，项目还结合该村把“一小时瞻仰”变成

“一天红色文化体验旅游”模式，打造以绣球花为主
题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强有力推动当地的一、二、
三产业发展，反哺老区人民及贫困户，助推乡村实
现振兴发展。

谭玉玲 肖欣 卢剑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打赢城区周边道路环境及扬尘整治
攻坚战，日前，曲江区组织马坝镇、乌石镇、城管
局、公路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对省道 S253线周边
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掀起新一轮整治高潮。

此次整治行动为期两天，重点清理道路沿线垃
圾、杂草、淤泥、积水、堆积物等，严厉打击道路两侧
乱摆卖、乱堆放行为，当天共出动人员 30 余人，铲
车、垃圾清运车、冲洗车、清扫车5台。行动中，工作
人员冒雨对道路沿线垃圾、杂草、堆积物等进行清
除清运，对沿线商户乱摆卖、乱堆放行为要求其立
即整改，对道路堵塞排水口进行清理疏通，对路面
淤泥等污染物进行冲洗清扫，确保整治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为广大群众提供良好的道路环境。

据了解，该区将继续加大道路周边环境及扬尘
整治力度，积极做好道路沿线清扫保洁、裸露地整
治、“六乱”整治等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确保道路环境及扬尘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陈文婷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新丰县沙田镇阳福村走
访时看到，该村路面干净整洁，溪水两边的竹子清
除干净后，坐落在两侧的风格各异的新式楼房显
露了出来，村容村貌的颜值气质有了很大提升，似
在向过往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近几年来村民生活
发生的喜人变化。

在该村村委会门口，有几张红纸黑字书写的捐
款光荣榜格外引人注目，密密麻麻的姓名后面是
大小不一的捐款金额。“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党委
政府部门的事，更是村民群众自己的事。在村干
部和村民理事会的带动下，村里贫困户、五保户也
不甘落后，和其他村民群众、外出乡贤一起踊跃捐
款，纷纷积极支持家乡建设，没几天时间，就筹集
了十几万元的建设资金，目前仍不断有善款捐
来。”村主任告诉笔者，“我们一定会用好这笔资
金，撸起袖子一起加油干，努力把我们的村庄打造
得更加美好靓丽、舒适安逸。”

据了解，该县阳福村曾是一个贫困村，全村
1200 多人口，有精准贫困户 24 户。自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以来，在挂扶单位的积极帮扶下，村里生
产生活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村容村貌发生了明
显变化，所有贫困户基本实现了摘帽脱贫，过上了
温饱生活、幸福生活，村民罗所欲就是其中的一
员。“以前住的是又破又旧的泥砖房，住得非常压
抑，后来在镇政府和村”两委“的帮助下拆了重建

新房，现在住得非常舒服，对生活也更有信心了。”
罗所欲表示。

近年来，该县阳福村“两委”干部在上级部门
的指导下，紧紧抓住实践乡村振兴战略这一个难
得契机，充分挖掘和发挥自然生态、特色产业和阳
福塔、英雄剑、状元笔等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
调动村民群众积极性和自觉性，大力开展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其中，紫薇公园就是该村今年新农村建设中的重
点项目之一，主要是依托阳福塔等自然和文化资
源打造以紫薇为主题的公园，为村民增添一个休
闲场所的同时，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 潘俊才 罗丽珠

本报讯 连日来，天空下着大雨，刮着寒风，始
兴县司前镇全体镇村干部职工放弃休息，风雨无阻
倡导村民文明祭祖。

该镇在各村主要墓地聚集地路口设立森林防
火临时检查点，向村民发放宣传《韶关市野外用火
管理条例》《始兴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检
查扫墓人员是否携带烟花爆竹等物品，并做好登记
工作，同时到墓地监督村民是否有用火行为。

村民纷纷表示今年祭祖扫墓禁止烧纸、烧香点
烛、燃放烟花爆竹，虽然有些抵触心理，但是经过政
府工作人员耐心宣传解释，他们也逐渐理解并主动
配合，采取坟头培土、清扫墓碑、鲜花祭奠等文明祭
祖扫墓方式。 邱雪峰 刘则福

本报讯 近年来，乐昌市坪石镇把发展农村电
商作为推进“五大振兴，三大提升”中产业振兴的重
要抓手，在市商务局的协调下，引进知名电商平
台--乐村淘，并于 2017年在镇上成立了全市第一家
镇级运营中心，助推全镇农业现代化发展。

当前，借助乐村淘分布全国的 8 万家线下体验
店和覆盖全国的电子商务网络，坪石镇的电子商务
得到迅速发展。“去年 6月以来，我们村 18名贫困户
通过乐村淘平台线上销售‘天堂姜’一万多斤，加上
线下销售的 6 万余斤，半年销售额达到了 30 多万

元，收入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采访中，坪石镇
天堂村的一名贫困户兴奋地跟记者分享道。

据介绍，除了解决销售平台的问题，该镇还通
过扶贫资金入股，帮助 4个村委会近百名贫困户成
为肖家湾村和百家洞村里的无花果基地股东。另
外，肖家湾村的 26户贫困户还与水牛湾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了代种包销合作，公司提供种苗由贫困
户代种，出产的无花果由公司通过电商包销，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还可以到公司务工，每月可带来约
2500元的收入。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通讯员 乐轩

本报讯 近日，南雄市澜河镇抓住春耕时节，迅
速行动，谋划部署，聚焦乡村振兴，积极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掀起了优质仙草育苗高潮。

据悉，优质仙草产业种植项目是澜河镇主推的
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支柱。早在
春节前，农民就开始了土壤疏松、地块翻耕等工作，
并适当施予了基肥，为春耕育苗做准备。眼下，正
是育苗种植的好时机。

2018 年，该镇种植仙草 900 多亩，收入约 230
万元。通过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以
保底价格收购的产销合作，搭建了仙草种植、技术
指导、成品收购等一体化的仙草产业发展致富路
子。今年通过落实“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展多
个特色农业项目，连片种植优质仙草、柑橘等，形成
特色农业产业“大格局”。同时，让老百姓、贫困户
真正参与到产业的发展当中，从中掌握专业技术、
就业技能，领取薪金、租金和分红，为乡村振兴源源
不断地注入活力。

下一步，澜河镇将重点在产业攻坚和乡村振兴
方面继续下足功夫，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让更多的
农户、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努力打造出一
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丽新澜河。 刘慧 摄影报道

日前，河源市紫金县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围绕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重要承载地”目标，
以建设大湾区“茶罐子、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为
主抓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主动融入服务大湾区。

会议强调，要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大
机遇，加快对“茶罐子、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进
行总体规划，规划既要注重引领性，也要注重操作
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推进，从环境、品种、布局、
市场、技术等方面结合紫金实际做实做细，确保可
落地执行。

据了解，紫金县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
活圈重要承载地，以建设“四子一园”为主抓手，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力争到 2020 年茶叶种植面积达 5 万亩以上，
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紫金的农业支柱产业。力争 5
年内优质水稻、蔬菜、特色水果种植面积均达到 10
万亩以上，打造一批品质高、效益佳、市场广的特色
农产品品牌，不断提升为粤港澳大湾区供应绿色农
产品的能力和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湾区“茶罐
子、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 杨国栋 黄从高

仁化县董塘镇安岗村打造现代农业扶贫示范点

“绣球花”成村民“致富花”

乐昌坪石镇大力发展电商产业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电商助增收 村民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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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村貌颜值气质双提升

紫薇主题公园效果图。

他山之石

曲江区大力整治省道
S253线周边环境

多举措治理扬尘污染

南雄市澜河镇落实
“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大力发展仙草柑橘
等特色产业

育苗现场。

上图为种植人员在观察绣球花种植情况。

右图为绣球花开花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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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中啦！继 2月 24日中山彩民中得
“南粤风采”36选 7的 1412万元大奖后，
2 月 26 日中山彩民再次发威，中得双色
球 550万元大奖！

2月 26日晚，双色球第 2019022期开
奖，开奖号码为红球：03、07、11、21、30、
33，蓝球：07。当期全国共开出了 19 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为 550万元，中山一彩

民幸运收获了其中 1注。该大奖出自位
于东区库充大街西 4幢 16卡的 44110210
号福彩投注站，这是中山彩民短短三天
内中得的又一个头奖！

2 月 27 日 下 午 ，大 奖 得 主 王 先 生
（化名）便在朋友陪同下来到中山市福
彩中心办理验票兑奖手续。刚在兑奖
室坐下，王先生就感叹道：“我们早上

去广州白跑了一趟。”原来，王先生听
说中了一等奖要去广东省福彩中心领
奖，当天一早就去了广州，但去到才知
道中奖彩票需要先在市福彩中心进行
验票，于是又匆匆忙忙地回到中山。

据了解，王先生来自贵州，年约四
十岁，来到中山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
目前主要打些零工，一般每期双色球

开奖前都会去机选 5 注。王先生说道：
“买完彩票后，晚上有时间我一般都会
去看下开奖直播，生活总得有个盼头
吧。昨晚看到彩票第一注号码和开奖
号码全部一样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
告诉老婆和朋友，不过他们当时都不
相信。”

王先生还表示，这次中得大奖将会

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他来到中山这
么多年一直都是租房住，另外因为户口
的问题，两个小孩在外来子弟学校的读
书费用也让他倍感压力，所以他准备拿
部分奖金用来买房子，早日办理好落户，
放下这块心头大石。

信息

三天内又一个头奖！中山彩民10元机选票击中双色球550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