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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县田心镇红卫村原党支部书记
黄发桂贪污、挪用集体资金，被开除党籍；
奉新县干洲镇枧下村原党支部书记魏远
平套取粮食补贴资金，被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去年 4月以来，宜春市正风反腐向基
层，立案查处基层党员干部侵害群众利益
案件311件，给予党政纪处分228人，移送
司法机关 49 人，查出涉案违规资金 4081
万元，受到广大群众点赞。

从“发现”到“发动”
“通过分析近两年的信访情况发现，

反映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贪污、挪用、侵占
集体‘三资’问题的信访举报占比很大。”
2015年 4月，一份市纪委信访分析简报引
起了宜春市委领导的重视。

越到基层，干部的作风越重要。宜春
市高度重视基层风气问题，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集中力量向村干部腐败
问题“开刀”，整治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违
纪违法行为。

宜春市委、市纪委分别召开常委会和
专项工作推进会进行部署，下发实施方
案，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集中对

2012年以来基层党员干部贪污挪用、截留
挤占、骗取套取农村集体资金和国家补贴
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查处。

县、乡、村三级层层动员，公布举报电
话和邮箱，发动基层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各级纪委紧盯基层群众关切的顽症，统一
行动查处“蝇贪”，打响攻坚战。

从“查出”到“查办”
宜春从信访举报、党风政风监督、财

务审计、网络舆情等方面入手，市、县、乡
三级纪委联动，对全市2612个村（居）委会
近年来集体经济收入情况进行大梳理、大
排查，发现问题线索667条。

在排查过程中，该市要求各级纪委要
“清仓见底”“不留死角”，包括以前的暂
存、留存件，一并纳入排查范围，共排查问
题线索所涉村（居）委会505个。

“建立线索台账，实行销号核查，确保不
遗漏任何一条问题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可
疑问题、不忽视任何一项不明情况。”3月21
日，宜春市纪委党风政风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哪里问题集中就巡察哪里，谁问题突
出就巡察谁。该市把对乡镇（街道）、县

（市、区）直单位的巡察延伸到村（居）委会
和基层站所，尤其把集体经济收入多、资
金来源项目多、征地拆迁面积多和信访反
映多的村（居）委会列为巡察重点，查处了
一批基层党员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

宜丰县在专项巡察中发现，澄塘镇故
村村 6 名村组干部共同挪用征地补偿款
541 万元给他人用于投资，给予 6 人党政
纪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樟树市洋
湖乡福城村委会原主任彭勇军贪污低保
资金1万余元，被开除党籍。

专项行动期间，全市共立案查处基层
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288 件，涉案人员
369人；党政纪处分 195人，移送司法机关
44人；查出涉案违规资金 3947万元，上缴
财政632万元。

从“预见”到“预防”
“征地很辛苦，班子补一补”……日

前，宜春市纪委提炼出基层干部在平常工
作中容易产生的18种违纪现象，编成漫画
口袋本，送到了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的案头，同步张贴海报到每一个村组，受
到干部群众好评。

“抓早抓小抓预防，在保护群众利益
的同时，还要在预防上下功夫，挺纪在前，
才能真正保护干部。”宜春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王宏安说。该市进一步抓实廉政
教育，通报、曝光基层腐败典型案例 124
起，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市、县两级分别给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上廉政课，对村组干部开展廉政培
训；开展责任追究，奉新县对2个基层干部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和违纪违法行为频发，
负有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乡镇党委书
记及纪委书记进行约谈。

坚持问题导向，查找漏洞，完善了一
批制度，推动基层正风反腐长效化。针对
组级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在全市推行

“组账村代管”制度，1 万多个村民小组纳
入“组账村代管”；针对套取骗取国家惠农
补贴资金问题，完善了“一卡通”制度；针
对涉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问题，规范了资
金的拨付、管理和监督等多项制度。

宜春正风反腐向基层，严查群众身边
的腐败，维护了群众利益，赢得了民心。
袁州、丰城、高安和宜丰的基层信访件，同
比均下降25%以上。

本报抚州讯 （记者彭晶 通
讯员陈菊莲、范强）初春的抚州，
全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历
史文化街区文昌里棚户区改造工
程明显加快，拆迁、征收工作紧
张进行中。据悉，整个项目 6 月
底将全面动工。该项目是抚州今
年重点推进的 13 项重点工程中
的一项。

今年抚州立足“四大战略定
位”和“一核两带四区”战略布局，
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基础设施攻
坚战和产业升级攻坚战，并确立 13
项重点项目，除棚户区改造工程，
还有精准扶贫工程、水电路网工

程、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工程等，这
13项工程既有补短板的任务要求，
也有发展升级的产业重点，更是抚
州未来发展的产业方向。每项工
程都分别由四套班子领导签下军
令状，按照“项目化、时间表、责任
人”，带头负责实施。为此，该市确
定 3 月、4 月为无会月，让各地各部
门有更多的精力抓工作、促落实，
按军令状要求，该市各部门或者南
下北上，招商引资，或者深入企业、
基层，对接项目破解难题。目前，
各项重点工程已全面启动，已与客
商签订合作项目 21 个，签约资金
132.6亿元。

每年向南昌市及其周边城镇
提供工业和生活用水 6000 多万立
方米，提供生态环境用水 3 亿多立
方米，年发电量 2500多万度……在
赣抚平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镶嵌
着一颗璀璨明珠——赣抚平原灌
区。正是这一灌区为南昌、宜春、
抚州三市的7个县(市、区)37个乡镇
的工农业生产和部分城市居民生
活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赣抚平原灌区是一座以农业
灌溉为主，兼顾防洪排涝、城镇供
水、水力发电等多种效能的大型综
合开发水利工程。工程于 1958 年
动工兴建、1960 年基本建成受益，
设计灌溉面积 120 万亩，排渍面积
70万亩，为长江以南最大的引水灌
区。目前建成焦石、天王渡等大中
型枢纽工程和各类取泄水建筑物
3600 多座，包括东、西 2 条总干及 7
条干渠，总长280余公里。

据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
局副局长管升明介绍，灌区运行 50
多年来，已成为确保人民群众饮水
安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发
展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重要基
础设施。农田复种指数由工程兴

建前的 141%提高到 249%，粮食亩
产由 150 公斤左右提高到 800 公斤
以上，排除内涝 70 万亩，开垦湖滩
洲地26万亩，缩短抚州至南昌水路
航程100多公里。昔日“十年九灾，
非涝即旱”的平原大地成为国家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

近年来，赣抚平原灌区坚持社
会效益优先原则积极履行公益职
责。2009年，南昌从赣抚平原灌区
增引活水 1 亿立方米，使得玉带
河、象湖及青山湖有了源头活水，
生态环境为之一新。2011年，灌区
与地方政府协调配合，取消农田水
费减轻了农民负担，仅南昌县就有
40 多万农民、40 万亩农田受益。
目前，南昌正在进行城市应急备用
水源建设，选取抚河、幸福水库作
为城市应急水源。2016 年下半年
工程完工后，赣抚平原灌区的清水
将作为省会城市的应急水源主要
来源。

一渠清水润赣鄱。借助水利
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灌区将努力
构建民生灌区、节水灌区、生态灌
区，为江西的城乡发展服务，为绿
色崛起助力。

立足四大战略定位 打好三大攻坚战

抚州全力实施13项重点工程

一渠清水润赣鄱
——赣抚平原灌区服务城乡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林 雍

正风反腐向基层
——宜春集中查处“蝇贪”纪实

付晓露 本报记者 邹海斌

3 月 22 日，南昌
市 699文化创意园内
创业者在进行手工
创意设计。目前，该
园区入驻近 200家企
业，涵盖创意设计、
文化教育培训、艺术
家工作室等文化产
业组成的产业链以
及一系列文化创意
孵化平台。据了解，
该园为我省规模最
大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是由原华安针织
总厂老厂改建而成，
总投资3.8亿元，总建
筑面积15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永修精心保护
鄱阳湖渔业资源

本报永修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郑文斌、杜家武）
“实施禁渔期，就是给水生生物资源休养生息机会！”“遵
守法律法规，维护渔业秩序！”3月20日，记者行走在永修
县湖区，随处可见各种禁渔宣传标语。这是该县精心保
护鄱阳湖渔业资源，帮助渔民丰产增收的有力之举。

为实现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该县加强渔政联合执
法，县渔政部门从3月10日起，联合责任单位及湖区乡镇
组成宣传执法组，全面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拳打击禁
渔期间违规捕捞、电鱼、炸鱼等违法行为，营造人人守
法、共同保护渔业资源的良好氛围。同时，继续开展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和稳定。目
前，该县已在湖区、港口、码头张贴禁渔通告100余张，标
语30余条，向渔民发放禁渔宣传资料300多份；出动渔政
船、艇检查5次，依法取缔定置网3部，有效维护了湖区禁
渔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