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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平坦的硬化
道路直通农家，一座座排
列整齐的新修房屋依山
傍水，一片片特色生态园
林绿意盎然，一个个富民
产业风生水起……如今
的赣鄱大地上，一个个贫
困村实现华丽蜕变，谱写
了一曲“一村发展、八方
帮扶”的动人乐章。

今日是第七个国家
扶贫日。今年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计划收官之年，既要
做好脱贫攻坚必答题，又
要做好疫情、汛情应对加
试题，既要完成剩余贫困
人口脱贫任务，又要巩固
已脱贫成果。因此，今年
国家扶贫日意义特别。

“十三五”时期，我市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
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
程来抓，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了历史性、决定性成
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实现 24.74 万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0.4%，347个贫困村
退出，实现贫困村全出
列，修水、都昌两县顺利
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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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赵岑雨）10
月 14日，在市城西砂石集散中心项目工地
上，高耸的塔吊和轰隆的机器声呈现出一片
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九江市赣鄱砂石有
限公司和中交二航局九江砂石码头项目经
理部主办的“大干一百天、完成主体工程”活
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该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阶

段”，受今年疫情及汛期高水位的双重影响，
大家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推进项目建
设。为力争实现九江市城西砂石集散中心
于2021年3月交工验收的目标，抢抓当前施
工黄金季节，全力以赴、又好又快地推进项
目建设，进一步激发项目部参建单位和全体
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围绕

“安全、质量、进度”三大目标，在项目部内开

展“大干一百天、完成主体工程”劳动竞赛。
活动现场宣读了劳动竞赛方案，对劳动

竞赛进行统一部署，要求全体员工以“比、
学、赶、帮、超”的干劲，确保竞赛目标落到实
处。对劳动竞赛活动进行量化分解，明确具
体目标并将责任落实到人。主体劳务代表
发言，誓保竞赛期间劳务支撑满足施工要
求。业主代表对劳动竞赛启动仪式表示肯

定，指出本次活动既是一次誓师会，更是一次
动员令。全体人员进行了“大干一百天，完成
主体工程”宣誓并签字，争当岗位创先争优能
手，齐心协力将年度履约进度保质完成。

活动启动仪式极大提高了项目的凝聚
力、向心力和战斗力，项目将以“大干一百
天，完成主体工程”活动为契机，全力以赴，
为确保完成全年工作目标而奋力拼搏。

市城西砂石集散中心项目“大干一百天、完成主体工程”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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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生活服务平台

为扩展九江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养老业务，九江市社会福利院特向社会
公开招聘养老护理员100名，年龄50
周岁以下，女性，文化程度小学以上，身
体条件好，有经验者可放宽至55周
岁。工资待遇：1.上一休一，2050元/
月。2.上二休一，3200元/月。单位福
利：符合条件者享有保险待遇，四节福
利（春节，三八，端午，中秋），高温补贴，
生日福利，工龄补贴，公派培训等。
联系人：殷女士 电话：13970275077
地址：九江市浔阳区李家垅南路23号

福利院招聘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137 6722 8832 李先生
0792-8222 570

康凯
印刷

画册·简报·联单·表格
电
话

兴源
彩印

书刊 画册 报纸 包装盒
（全新进口四色机\具备出版物印刷资质）

电话：13979264193

代理公司注册·变更·注销·年检·
记账·报税·银行开户。会计实账操作
培训。财务咨询·税务筹划。
电话：8362876 13879228764

三人行财务

资产招租
现有13处资产对外招租

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电话：0792-8137022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今年，
在这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交卷”之年，年
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耽误了扶贫工作
原有进程；7月份我市又经历了持续时间长、强
度大的洪涝灾害，全市有480个贫困村受灾，涉
及贫困户1.3万户4.13万人。

脱贫攻坚等不得，全面小康慢不得！面对疫
情汛情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带来的风险挑战，我
市毫不松懈地加强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实，坚持
在加快生产恢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产业就业
扶贫上再加劲加力，确保贫困群众因疫因灾不返
贫、不致贫，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兜底保障增信心。对全市 4168名脱
贫监测户和 6074名边缘户，实行动态预警监

测，确保遇灾遇病遇困不返贫致贫，并及时将
存在因灾致贫返贫风险的人群纳入帮扶。同
时，及时启动防贫保险理赔，汛情过后，我市已
赔付332例，理赔资金达262.8万元。

——产业扶贫不放松。紧急下拨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产业、扶
贫车间等复工复产。通过加密调度频率，组织
动员全市各行业部门不断加快贫困地区项目
开工进度。截至 8月底，全市开（复）工扶贫项
目8539个，开（复）工率99.73%。

——就业扶贫挑“大梁”。针对因疫、因灾
等原因“回流”返乡的贫困劳动力，通过实施点
对点送人到岗、开发公益性岗位送岗到人、线
上线下“两线”供岗等一系列举措，积极鼓励务

工就业。截至6月26日，全市返岗务工的贫困
劳动力已达 11.26万人；累计设置公益性岗位
1.7 万个，其中因疫情新增公益性岗位 6775
个。8 月份，全市安排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1138人；新增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 319个，新
设光伏扶贫岗703个。

——消费扶贫来发力。线上，通过组织
市、县领导参与网络直播，为扶贫农副产品代
言以直采直销模式，积极推销贫困地区农产
品；线下，开展消费扶贫“六进”活动，举办消费
扶贫展销会、消费扶贫月等活动，助推消费。
目前，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采购扶贫产品总量达
到 4200万元；今年 8月，全市实现了扶贫产品
累计销售额3.58亿元的好成绩。

风雨兼程扶贫路，砥砺前行铸辉煌
——我市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战综述

“以前的路上坑坑洼洼的，现在新修的路
平平整整，变化太大了。”都昌县苏山乡雷山村
六房自然村村民林志容道出切身感受。原六
房自然村位于地势低洼处，三年被水淹了两
次，有了易地搬迁政策，六房自然村搬到现址，
进行新农村建设后，实现自来水全覆盖、雨污
分离。“十三五”期间，我市以整村推进为契机，
坚持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做到了
新农村建设点全覆盖。截至目前，我市实施村
庄整治项目 12023个，受益农户 61.08万户、受
益人口244.1701万人。全市7.7万户26万农村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全部解决；共计实施
了591个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

旧貌换新颜的背后，贫困人口幸福指数有

了巨大提升，这凝结着我市聚力“两不愁三保
障”的辛勤汗水。

健康扶贫，让病者有其医。全面筑牢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四道保
障线”。截至今年 5月 31日，全市 10种重大疾
病免费救治累计救治 122674人次；25种重大
疾病专项救治，累计救治5698例。全市的因病
致贫未脱贫户从2017年底的1.495万户减少至
目前的0.24万户。

教育扶贫，让少者有其学。全面落实教育
“八资助、一贷款、一兜底”政策，通过“助、贷、
免、补、兜”等方式，实现教育资助“三个全覆
盖”。2019年，共发放各类资助金3.23亿元，惠
及贫困学子 36.44万人次，做到了全市贫困学

生享受资助政策不漏一人。2019年以来，成功
劝返复学学生 484人，其中 147人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

安居扶贫，让居者有其屋。自 2009 年以
来，我市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要求四类重
点对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2009～2020
年，全市 13个县（市、区）已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9.099万户。今年6月10日，全市当年度445户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已全部竣工。推进易地扶
贫搬迁方面，针对居住在深山区、库区、地质灾
害区，地处偏僻，生活困难的贫困群众，开展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并全面落实后续帮扶政策。

“十三五”期间，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
困户4672户、16595人，建房4671套。

长时间以来，我市以精准扶贫为工作主
线，不仅要求找准“穷根”，还要求精准管理、精
准施策和精准考核，使脱贫攻坚工作扶到点
上、扶到根上。

建立体系。2016年，我市出台《关于选派
市直机关干部到贫困村挂职第一书记》，明确
第一书记工作职责，打通精准脱贫管道，构建
了市县乡三级干部帮扶体系。

压实责任。2017年，出台《关于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进一步压实
脱贫攻坚责任的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驻村
帮扶工作目标与内容，力促驻村帮扶取得实
效，切实履行好驻村帮扶职责。

不断深化。2018年，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

检“两长”率先垂范，携同各级定点扶贫单位，
以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为载体，深入开
展定点扶贫工作，确保贫困村实现驻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双覆盖，有脱贫攻坚任务的非
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全覆盖。

靶向施策。2019年，印发《关于合力攻坚
助推贫困县顺利摘帽工作的通知》，对修水、都
昌两县实行常驻督导制，调动所有力量、所有
资源，精准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确保顺利完
成年度攻坚任务。

各个击破。2020年，出台《九江市脱贫攻
坚挂牌督战实施方案》《九江市深入开展脱贫
攻坚“1+3”蹲点调研工作方案》，聚焦剩余贫困
人口，紧盯各类问题整改落实、巩固提升部署

安排，及时解决制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
问题。

3000余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全市
43家市局（委办）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
与结对帮扶近 3.2万人、431家企业参与“百企
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在我市，已然构建
起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
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

从各项扶贫政策的讲解到扶志暖心的关
怀，从日常生活到联系乡医……我市广大帮扶
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把贫困户当亲人，把脱
贫事当家事，用情帮带、用心帮扶、用力帮助，
让每一名贫困群众生活更美好。

干部拧成一股绳 铺就长效脱贫路

让“两不愁”真不愁 让“三保障”有保障

答好脱贫攻坚“加试题”切实巩固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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