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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坛

本报讯 （记者刘勇、齐美煜）3 月 30
日，全省民族工作会议暨省政府第七次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南昌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总结部署全省民族工作。

省委书记强卫出席并讲话。他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四个全面”战略
高度，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上来，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一
个希望”和“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准确把
握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
造性地做好我省民族工作，不断开创我
省民族工作新局面。

省长鹿心社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蔡晓明作工作部署，洪礼
和、胡幼桃、刘晓庄出席会议。会议表
彰了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和模范个人，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个人
颁奖。

强卫指出，2009年第六次全省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以来，我省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成绩显著，民族经济快速发展，
民族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深入发展。

强卫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
政策上来，牢牢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基本国情，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牢牢把握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牢牢把握加强
民族大团结的主题，牢牢把握加快民族
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牢
牢把握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具体要求，
牢牢把握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领导
的根本保证。

就做好我省民族工作，强卫强调，要
打好扶贫攻坚战，着力改善少数民族群
众的民生福祉，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资
源优势，坚守生态保护底线不放松，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业，搭建好民族地区电子
商务平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确保民族
地区实现同步全面小康。要依法做好城
市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针，依法管理好宗教事务。要抓好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打造更多有利
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按照中央和省委部
署，真正把援疆工作落实到改善民生上，
落实到促进当地发展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各级党委、政府要自觉把民族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形成合力，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加强队伍、提供保障，
推动我省民族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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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勇）3月30日，省委
书记强卫在南昌会见了江西省浙江总商
会企业家代表。

省领导蔡晓明、胡幼桃参加会见。
强卫在会见时感谢广大浙商对江西

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指出，
当前江西发展势头好，蕴含着无限的商
机，希望广大浙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充分利用好江西的区位、产业、生态、发
展环境等优势，充分发扬“走过千山万

水，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
千言万语”浙商“四千精神”，不断做大做
强自己，不断融入江西、发展江西。希望
浙江总商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引导
更多的浙商来江西投资兴业。

江西省浙江总商会会长陈志胜表
示，江西良好的发展势头给浙商提供了
巨大舞台，在赣浙商将进一步在绿色环
保、文化旅游等产业方向加大投资，助力
江西发展升级。

强卫在主持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推动作风建设”要求
持续推进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鹿心社莫建成出席

强卫会见江西省浙江总商会
企业家代表

“作风问题无小事，可以说所有腐
败问题，起初往往都是从作风失范开始
的，从不讲规矩开始的，从违反纪律开
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
团审议时，特别强调了慎微对于加强作
风建设的重要性。

慎微，即要重小处、重细节、重微
末。俗话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分
析一些落马官员腐化堕落的原因，很多
都是因小节不慎而导致大节不保的。
比如，吃了一顿不该吃的饭、抽了几条
不该抽的烟、“笑纳”了几个不该拿的

“红包”，久而久之，落入别有用心者的
“围猎”陷阱，越“拿”越多、越贪越大，只

得用手中的权力为其办事，最终“东窗
事发”、锒铛入狱，落个身败名裂的下
场，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慎微方能行稳致远。在作风建设这
条路上，广大党员、干部务必时刻绷紧廉
洁从政这根弦，重视作风小节。一方面，
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勿以恶小而为之，
碰不得的事情坚决不碰、染不得的东西
坚决不染，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
线，不越法律红线；另一方面，对于身上
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加以
纠正，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小错误
酿成大祸患，始终坚守正道、弘扬正气，
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慎微方能行稳致远
吴 颖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现在在家
门口就可以刷卡领养老金，还可以交电
费，比以前更方便了。”3 月 27 日，69 岁
的乐安县村民周梅花，高兴地领到了
80 元养老金。她说，以前领取养老金
十分不方便，最近的网点都在 10 多公
里外的乡镇，来回一趟车费就要 10 元
钱，现在村里设置了便民服务点，直接
在村口就可以领到钱了。

实际上，我省城乡居保早已实现全
省全覆盖，但是因为农村服务网点较
少，使许多农村群众参保缴费、待遇领
取很不方便。乐安县作为全省首批建
设城乡居保便民服务点的地区，在各村
的小卖铺、小诊所建立便民服务点，投
放 POS 机，实施金融服务“村村通”工
程，城乡居保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

“设在农民身边的便民服务点，不
仅能领取养老金，还能缴纳社保费、有

线收视费、话费、电费，并提供存取款服
务，既方便了群众，又大大节约了行政
成本。”乐安县农保局局长钱民说，截至
目前，乐安全县已设立村级便民服务点
149家，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通过社
会保障卡累计为3.7万农民办理各类交
易20多万笔。

乐安县望下村村民黄茶莲一家四
口都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自从村
里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后，无论是缴费还
是领钱都不用往乡里跑了，一家人对此
赞不绝口。

省人社厅农保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今年开始，全省各设区市将全面启动
金融便民服务点的建设，计划利用3年
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服务点全省行政
村全覆盖，将金融便民服务点设立在有
固定营业场所、信誉较好、群众认可度高
的便民店、小超市、卫生室等地方，为农
村居民参保缴费、待遇领取提供方便。

城乡居保打通“最后一公里”
三年内便民服务点将覆盖全省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佳惠子）3 月
26日，记者从南昌市计划供水节约用水
办公室了解到，近几年来，南昌平均每年
节约用水 600 万立方米左右，每年省下
的水量相当于一个青山湖的蓄水量。

2010 年 7 月，南昌市被确定为国家
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为了
合理利用水资源，南昌市划定了“三条红
线”，要求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确立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控制用
水总量，计划2015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
在43亿立方米以内，到2020年用水总量
控制在50亿立方米以内，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回用率提高至 17%左右；建立用水
效率控制制度，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
坚决遏制用水浪费现象；建立水功能限
制纳污制度，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
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同时建立水

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对不落实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进行行政问责。

南昌多措并举，推进节约用水：对用
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建立用水单
位重点监控名录。在全省率先实行居民
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倒逼”节约用水。
鼓励工业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推进
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
发展节水型工业。同时，鼓励单位或者
个人使用节水器具，鼓励社会积极开展
再生水利用。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南昌市
城区平均每年节约用水600万立方米。”
南昌市节水办副主任卓鸿飞说。据了
解，青山湖总容量约为800万立方米，日
常蓄水量一般在500万至600万立方米，
即南昌每年节省下来的水量，相当于一
个青山湖的蓄水量。

年均节水600万立方米

南昌每年“省”出一个青山湖

“荷花就是村里的摇钱树，我们有
了这个产业，越来越富裕了！”3 月 23
日，莲花县琴亭镇莲花村 63 岁的朱庆
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想当
年，他一家七口人靠着几亩田养家糊
口，常常是入不敷出，与全村其他人一
样维持在贫困线上。而现在他种植荷
花100多亩，年收入可达16万余元。

莲花县是革命老区县、国家级贫
困县、罗霄山片区特困县。近年来，该
县以荷花为媒，把莲产业打造成当地
扶贫开发的主导产业，为贫困群众打
开了一扇致富之门。利用国家片区产

业扶贫资金，莲花县提出了建设“莲花
之乡”的战略目标，形成“种好莲、品好
莲、赏好莲、颂好莲”的新常态。目前，
全县共引进子莲、花莲、藕莲 366 个品
种，莲子种植面积达 3 万亩，惠及贫困
农户5000余户。

最近，三板桥乡农民贺桂中家来了
一位特殊的“亲戚”，他是该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光华。在杨光华的帮扶下，
贺桂中得到了政府免费发放的30羽鹅
苗，加上自己养的80羽，虽无一技之长
的他对今后的致富路更加有信心了。

“决不让一个群众在小康路上掉
队！”为了让贫困户从窘境中解脱出
来，近两年来，莲花县实施干部“结穷
亲”扶贫工作机制。该县建立了“一户
一策”帮扶计划，组织机关干部队伍

“一对一”“结亲”帮扶。全县派出工作
队 119 个，参与干部 1849 名，帮扶贫困

群众 1.6 万余人，提供产业帮扶资金
350余万元，发展产业项目1400余个。

农民有致富愿望、有致富门路，可
是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莲花县“对
症下药”，适时推进扶贫互助资金试点
工作，即以财政扶贫资金为引导，村民
自愿按一定比例缴纳基准互助金为依
托，在村级建立“民有、民用、民管、民
享，周转使用、滚动发展”的生产发展
资金。自试点以来，该县已在 8 个乡
镇、19 个村成立 19 个扶贫互助社，有
950户农户加入互助组织，其中贫困户
入社率达50%，已累计向农户发放借款
133 万元，受益群众达3800余人。

通过产业扶贫、结穷亲助民富、建
立扶贫互助资金等一系列举措，莲花
县扶贫工作初见成效，贫困人口由
2011年的 6.2万人减少至 2014年的 3.7
万人。2010 年，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为 3384 元，至 2014 年时已达到 5994
元。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资金投入
不足、缺乏技术支撑、交通设施落后，
仍然是制约莲花县扶贫工作的短板。
当地基层干部和群众热切希望，政府
能继续加大对莲花产业扶贫的力度，
特别是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重点
支持。

苏区溯源：莲花县地处赣西边陲，
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决
策地，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
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莲花县
既是秋收起义的爆发地，又是秋收起
义的终结地，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
井冈山革命和湘赣革命时期三个全红
县之一、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
区域，是新四军重要改编地、中央苏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贫困群众打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刘启红

3月29日，农民在石城县农机公司选购农耕机。春
耕之际，该县农民利用农机补贴优惠政策，积极采购现
代化农机，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通讯员 邱有平摄

选购农机

本报讯（记者刘勇）3月30日，省委
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重要论述、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
全会精神。

省委书记强卫主持并讲话。鹿心
社、莫建成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
政协领导同志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
负责同志出席。周泽民、赵爱明作学习
发言。

强卫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围绕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学习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于
我们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

现“五年决战同步全面小康”奋斗目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强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
西代表团审议时对江西工作提出了“一
个希望”和“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其中
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把
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精
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适
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始终保持反腐
高压态势，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就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着力推动作风建设”要求，强卫
强调：

——要抓责任。抓管党治党，首先

就要抓好“两个责任”的落实。要坚持
“严”字当头，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
无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发生问题，必
须倒查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对基层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也要
追查“两个责任”。各地各部门要清醒
地认识责任，深入地细化责任，坚决地
落实责任。

——要抓惩治。始终与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始终高悬反腐利剑，以零容
忍的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有腐必反，
除恶务尽，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
歪树，坚决肃清苏荣等人腐败案件的毒
害，切实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
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要抓重点。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自觉加强党
性修养，始终做到守纪律、讲规矩、拒
腐蚀。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
手的监管，持之以恒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要下大气力整治发生在老百
姓身边的不良行为，严肃查处插手基
层敏感事务、截留克扣基层物资经费
等问题。

——要抓制度。推动反腐败从“不
敢”向“不能”迈进，进一步完善不能腐
的制度体系，把篱笆扎得更紧。一方面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深
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权力运行机
制改革，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
识、制度意识、程序意识；另一方面坚持
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让制度建设
更有针对性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