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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他，从城市走来，从父辈
手中接过耕山致富的接力棒，
扎根大山，从事三高农业，躬
耕柿花和茶叶。成为一名令
人叹服的“创二代”，成为带领
长布镇农民致富的生力军。

他，注重科技兴企，培育
“七目嶂”大田柿花和强兴“梅
粘一号”茶叶品牌，使长布镇
大田柿花和梅占茶成为“富民
强镇、富民强县”的“绿色”产
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三赢相结合，
使农民走上耕山致富道
路，促进了镇及县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发展。

他，就是五华县政协委
员、五华县强兴七目嶂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权。

系列报道之五

张军权：“创二代”新农人的大山情怀
——记五华县政协委员、强兴七目嶂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权

我县加快文旅体融合发展，打造特色业态新亮点

●信息来源/五华县政协文史委
图文/本报记者 丁文茂 陈利燕

本报讯 近年来，我县依托特有的
文化资源和众多体育资源，凭借足球之
乡、红色苏区、文化之乡等品牌资源优
势，秉承“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
找准最佳连接点，大力发展文化、体育、
旅游产业，走出了一条文化为魂、旅游为
体、体育为用的“文化+旅游”“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了我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五华县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旅游区
就是我县文体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缩
影，是全域旅游、深度旅游的一个样
板，实现了“文化+旅游”“体育+旅游”
的真正融合。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旅游
区规划用地面积约 17.54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 8.3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9亿
元，含惠堂体育场、五华“铭记光辉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体验馆、足球科技
馆、威光体育馆，周边配套建设户外小
型足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自行车
骑行赛道等体育设施，近日已成功创

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主管部门抓住

文旅体融合新概念，通过结合重大节日
活动，组织采茶戏、木偶戏到全县各个旅
游景区、体育赛事主场进行展演，着力推
进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开创了文化
旅游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除了丰富的文艺活动带动了市民和
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重大赛事的举
办也是吸引游客和体育迷的重要举措。

体育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带动
了我县体育项目及赛事的发展，也提升
了我县的知名度，是更好地开发当地旅
游资源的方式之一。

当今社会，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已经
远超过了体育本身的范畴，不仅提升了
举办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将更多
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示给民众。我县“体
育+文旅”概念的落地实施，为文化旅游
及体育产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

（五华新闻）

本报讯 经过三年的专业学习，县
技工学校的第一届842名毕业生迎来就
业季。日前，来自我县各行各业的企业
齐聚县技工学校，参加该校首届供需见
面会，“抢聘”该校首届毕业生。

在各教室内，招聘企业代表们也热
情地向学生宣讲，详细介绍公司发展、薪
水、待遇、福利等情况，并一一回答学生
的问题，盛情邀请学生前往企业就业。
2020年，县技工学校首届学生毕业，包

含了汽车维修、数控加工、电子技术应
用、幼儿教育、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 6
个专业共计842名毕业生。

据悉，县技工学校专业设置遵循“前
瞻、实用”的原则，目前共开设11个专业，
在校生3238人。自2018年开始，该校结
合我县当地的实际，设置了口腔义齿制造
专业；2019年结合“粤菜（客家菜）师傅”工
程，开设中式烹饪（客家菜）专业，招收了
169名学生。 （周扬 李嘉森）

人民军队最忠诚
爱党爱国爱人民
九十三年经风雨
光辉史册作证明

人民军队最忠诚
井冈山上聚群英
八一南昌大起义
踏上革命新里程

人民军队最忠诚
黄洋界上炮声鸣
突破五次大围剿
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民军队最忠诚
三大战役捷报频
红旗指处乌云散
神州处处见光明

人民军队最忠诚
抗美援朝打敌人
上甘岭上洒热血
保家卫国保和平

人民军队最忠诚
大爱无疆好心灵
奔赴抗洪第一线
奋不顾身去救人

人民军队最忠诚
厚德载道人敬称
抗雪救灾谱新曲
一片真情感动人

人民军队最忠诚
雷厉风行步不停
抗震救灾见行动
废墟堆里救亲人

人民军队最忠诚
铁的纪律好严明
一切听从党号召
天大困难敢担承

人民军队最忠诚
军民团结一家亲
振兴中华作贡献
高歌阔步奔前程

县技工学校842名首届毕业生

获各界企业“抢聘”

文艺文学•山歌

人民军队

最忠诚
●作词/张玉书

本报讯 为进一步凝聚广大人民
群众、志愿者、回乡联村队员的强大力
量，提升全镇村容村貌，加大人居环境
整治力度，棉洋镇于日前举行了首次
为时一天的“洁净家园，爱我棉洋”志
愿服务活动，此次活动参与人数约有
3000多人。

据统计，当天参与活动人次共达
5239人，其中镇村干部 591人次，回乡
联村队员 150 人次，村党员、志愿者
2868人次，中小学师生 658人次，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 1620人次；清理生活
垃圾 3385处；清理建筑垃圾 473处；清
理标语、横幅、牛皮癣 542处；共清理垃
圾 281 车；拆除危旧房 12 座，面积共
556㎡。

拆危房、清河道、扫村道、拾垃
圾 ...... 干群齐动手，参与人员拿着扫
帚、锄头、铁铲，深入到村落的街头巷
尾、房前屋后，各村（居）也组织车辆、

机械提高整治效率，活动引起了良好
的“连锁反应”，不少群众也主动参与
到自家房前屋后的清理工作中来。例
如今日刚好回娘家探亲的黄某，遇见
志愿服务队伍热火朝天的清扫景象
后，叫上儿女，抄起“家伙”便一起加入
到活动中来。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以村内道路
沿线、公共场所为重点，全面清理积存
暴露的垃圾污垢、残石碎瓦、废弃杂物
等。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村民传达着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及整治内容和目
标，倡导大家自觉清理并维护好门前
屋后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营
造整洁、优美、健康、和谐的农村人居
环境。

人居整治需人人爱护人人参与，
此次“洁净家园，爱我棉洋”志愿活动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参与下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下阶段，棉洋镇还将持续

策划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
动，由党员志愿者示范带动，引导干部
群众做环境整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

监督者，提高群众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意识，坚决打赢人居环境整治这场攻
坚战。 （棉洋镇党政办）

棉洋镇举行首次“洁净家园，爱我棉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和
省、市、县关于深化文明家庭创建的部
署要求，夯实我县家庭教育基础，推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
近期，县文明委专门组织开展了2020
年度五华县文明家庭推荐评选活动。

经各镇各单位推荐，按照综合考
量、优中选优的原则，严谨有序地完
成了评选组织工作。县文明委决定
授予张海华等20户家庭为“2020年度
五华县文明家庭”称号。希望受到表
彰的家庭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自觉弘

扬时代新风，建设新时代的家风文
化，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发挥榜样引领
作用，为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作出积极贡献。

各镇各单位要以这次评选表彰
为契机，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推进文
明家庭创建工作，开展文明家庭宣传
学习活动，营造弘扬新时代家庭美德
的浓厚社会氛围，引导千千万万个家
庭以文明家庭为榜样，争当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
美德的传承者，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把我县建设成

“工匠之乡·宜居五华”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奋力开创新时代五华精神文明
建设新局面！ （县创文办）

2020年“五华县文明家庭”评选揭晓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家庭名称
张海华家庭
李娇凤家庭
万德煌家庭
魏婷娟家庭
张振均家庭
张燕芳家庭
陈日华家庭
江春华家庭
张奕红家庭
张富友家庭
李小花家庭
廖建新家庭
谢卫兰家庭
黄凤林家庭
黄丽春家庭
张素嫦家庭
何万渠家庭
曾祥均家庭
李鑫洲家庭
古元伟家庭

家庭地址
五华县水寨镇前进街华惠苑

五华县水寨镇澄湖村二村常红小组
五华县河东镇河口开发区

五华县碧桂园二期峰景一街1栋
五华县棉洋镇竹坑村
五华县河东镇再坑村

五华县水寨镇狮岭路狮山怡景苑
五华县郭田镇郭田村灵坑

五华县华城镇西湖金商六街139号
五华县双华镇军营村

五华县潭下镇金石村新屋
五华县周江镇周江街18号

五华县转水镇矮车村
五华县华城镇城镇村

五华县华阳镇华新村公元小组
五华县长布镇太平村上店队

五华县岐岭镇清溪村
五华县横陂镇双联村双下
五华县安流镇低坑村复兴

五华县龙村镇沿江路

2020年五华县文明家庭名单（共20户）
（排名不分先后）

有情怀的新农人
八零后的张军权从城市归来，投身

大山的怀抱。他的家乡在长布镇大田青
岗村，离县城 50多公里。2011年，在五
华老家经营“强兴柿花厂”的父亲张耀强
年事已高，让保守经营的柿花事业一直
应用陈旧的加工技术。大田柿花的绵软
甜蜜一直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加上本就
对农业有着极大兴趣的张军权毅然决定
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回乡接手老
父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说起接手这些
年的感受，张军权感慨万千。其中的艰
辛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面对企业“没有品牌、制作工艺落
后、柿果量太少”等几个严重制约大田柿
花发展的因素，张军权扩大新增种植了
300多亩果合柿，投资购进设备、建设厂
房，有效解决了阴雨天批量烘干等难

题。同时采用传统技术与现代装
备相结合的方式，下雨天有保鲜

库、烘干房，平时有削皮机，不仅让柿花
制作的成功率大增，也很好地保证了柿
花质量。

为了工人及贫困户长期有活干，增
加经济收入，张军权积极在柿园探索
了“林下经济”模式。他在柿子树下间
种了 500 多亩梅占茶。坚持生态优
先、品质优先，多措并举，将生态优先
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张军
权集约了十几家农户的荒地，建了一
个 630 多平方的茶叶加工厂房，还育
好茶树苗送给贫困户，全程技术指导，
带领农户们大量种植梅占茶，并加大
投资购置了一系列加工茶叶的机械设
备。于 2012 年成立了“五华县强兴七
目嶂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公司集生
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张军权告
诉记者，公司的成立对企业所经营的
两个农产品，“七目嶂”大田柿花和

“强兴”梅占一号茶叶创造了品牌及价
值，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推动了规模化生产，既增强农户抗风

险能力，又增加了农户收入。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2014 年富强

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2014 年
“七目嶂”大田柿花被评为广东省名牌
产 品 ；2015 年 被 评 为 名 优 特 新 农 产
品；2016 年申请为 SC 认证，2017 年荣
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8 年荣获广
东省十大名牌产品。2015年强兴绿色
食品公司被评为广东省农业重点龙头
企业，公司茶叶品牌“强兴”梅占一号
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2019 年公司荣
获了广东省林业龙头企业。2020年他
的茶场还入选了广东省百家生态茶园
创建名单。

说起企业发展壮大的历程，张军权
坦言：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更离
不开企业党支部全体党员对公司发展的
支持，使企业不断强大。

有责任感的领头人
“作为一名企业家，不仅要有创业

精神，还要有柔韧创新精神，更重要有
社会责任心。”这是张军权多次提出的
一个感受。 一直以来在做大企业的同
时，张军权还时刻不忘回报家乡和社
会，积极投身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在
他的公司里，雇佣当地百姓都是贫困
户优先，当他们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张
军权就积极响应其他党员对其帮扶、
对村里修建学校、桥梁、道路，张军权
也经常起带头作用，受到了群众和社
会各界的好评。

作为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
一身的张军权是称职的。他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带动
农民致富，为了发展经济、壮大企业、实

现员工、企业的共同进步和可持续发
展，他一直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奋斗。身
体力行，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以细心的
经营和诚实的劳动，在短短几年的时间
里，把一个没品牌的企业，发展成为广
东省农业重点龙头企业和广东省林业
龙头企业。当选政协委员以来，他在工
作实践中深刻领会政协委员肩负的责
任，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的职能，在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架
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

张军权说“通过政协这个大舞台，
有机会结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

从更多渠道及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
资讯，开拓了自身的工作思路，我将倍
加珍惜这个舞台，尽心、尽职、尽责，多
做贡献。”

张军权成功带动村民农业的种
植、加工、销售全面发展，使村民奔上
小康之路。大山孕育金山银山，这是
大山对张军权新农人的回馈。“撸起袖
子加油干”激发他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创新发展。张军权的事业道路，特
别是锲而不舍的开拓进取精神，将激
励着更多的人，为了家乡的繁荣、社会
的发展而奋勇前行。

【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