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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凝聚力量

本报讯（记者张武明、卞晔）初夏时
节，为迎接八一南昌起义暨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0周年，南昌市各项精彩纷呈
的纪念活动已经启动，既有正在红红火
火开展的唱响嘹亮军歌、打造“少年军
校”、讲述革命故事等群众性活动，更有
即将亮相的军事主题公园、建军雕塑广
场、电影《建军大业》等文化产品。其中，
很多建设项目都将在今年 8月 1日前正
式对外开放。

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见证过
1927年大江南北的风雨飘摇，也正经历
着建军90周年华夏大地的欣欣向荣。英
雄城不会忘记，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
南昌城头打响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
民面前树立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给
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创建人民军队和武
装夺取政权开辟出一片全新天地。

时间回拨至九十年前的春夏之交，
白色恐怖逐渐笼罩大江南北。继蒋介石
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蒋汪合
流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
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在那个
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位于南昌市中山
路的江西大旅社喧嚣如往常，而一项划
时代的历史使命将赋予南昌。

回到九十年后的今夏，记者再次走
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也就是当年的
江西大旅社。为迎接建军90周年，这里
正在进行紧张的装修提升。在纪念馆三
楼的办公室内，记者见到了该馆陈列保
管科科长、研究馆员肖燕燕。

“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
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

行武装起义。”肖燕燕告诉记者，当时鱼
龙混杂的江西大旅社被选为起义的指挥
场所。1927年 7月 27日，以周恩来为书
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在大旅社内宣告成
立。肖燕燕介绍，当时我方兵力主要包
括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
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及朱德的第三军军官
教育团等。在认真研判局势、排除种种
干扰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
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朱德依照
部署，设计将敌军的几名团长请出营地
喝酒打牌，随后又将其扣留，削弱了敌军
的指挥力量。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战斗的枪声
划破夜空，八一南昌起义正式举行。起
义军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军 3000 余
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
大炮数门，起义取得胜利。当日，《南昌
民国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中央
委员宣言》。宣言将“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
有其田”等共产党的主张写了进去，布告
国民。“这表明，南昌起义不是简单的兵
变，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有组
织、有目标、有纲领的武装起义。”江西科

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叶桉
教授认为，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之一，就
是打出了我党的纲领。

正因为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南昌起义的发动
日——8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纪念日。南昌，这块“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之地，从此被誉为“英雄城”。

九十年光阴荏苒，英雄城敢为天下先
的城市记忆，一直激励着新时期的南昌人
民奋勇开拓。记者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行至赣江之畔，极目四望，如今的英雄城早
已换了模样。绿地双子塔、摩天轮……短
短十多年的建设，南昌一江两岸的现代都
市格局跃然眼前。地铁1号线横穿赣江两
岸，同样跨江的地铁2号线即将分段开通；
红谷滩金融商务区内摩天大楼鳞次栉比，
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总数达500余家，成
为省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商务区；以“南昌
光谷”“南昌绿谷”“南昌慧谷”为内容的南
昌“三谷”建设正成为引爆南昌新兴产业
发展的全新载体……如今的英雄城，正传
承红色基因，阔步走在建设工业文明、城
市文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城市
的新征程！ （相关报道详见B2版）

开栏的话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 90 周

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
导的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由中
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
武装诞生，从此，党和人民有了自己
的军队。九十年来，从风雨如晦到
改革强军，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
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新征程中屡立功勋。

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是八
一起义和八一精神的发源地，江西
人民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军队的创
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弘扬八一
精神，引领全省上下坚定信念、开
拓进取，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军旗
从这里升起 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暨
建军90周年”专栏。报道以起义部
队在南昌打响第一枪至井冈会师
的历史时序为主轴，以重大历史事
件为节点，全面立体地展现八一南
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深刻阐释八一
精神的丰富内涵，激励全省人民进
一步弘扬八一精神，为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江西汇聚磅礴力量。

南昌起义：城头打响第一枪

八一起义纪念馆“一代英豪”雕塑。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本报讯（记者江仲俞）大版面展示
大视野，新手法宣传新动能。5月份以
来，本报紧贴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持
续深入报道我省贯彻新理念培育新动
能的新思路、新措施、新作为，受到广泛
好评。省委书记鹿心社，省长刘奇，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力平，副省
长吴晓军对这组报道分别给予充分肯
定，要求继续鼓劲、鞭策，形成共促发展
强大正能量；希望继续发挥好党报喉
舌、旗帜和阵地作用，主动策划好重大
专题报道，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
新管理优化服务 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
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2
月下旬，省委、省政府出台培育新动能的

“江西方案”。5月2日，贯彻新理念培育
新动能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5月

3日，本报迅速行动，紧扣主题，连续推出
了近7个整版的“经济新视线·激发新动
能”系列报道，特别是用“头版消息+B2
版整版”的形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
行了大篇幅、长时间、多角度、集中式报
道，生动展示了我省5家在培育新动能
方面走在前列的样板企业。系列报道推
出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贯彻新理念培育新动能是省委、省
政府落实“创新引领、绿色崛起、担当实
干、兴赣富民”工作方针的重大决策，是
今后一段时期全省经济工作的重要抓
手。为落实好省领导指示精神，持续报
道好我省培育新动能的新理念、新探
索、新成效，讲好江西经济故事，本报从
20 日起，将在“经济新视线”栏目连续
推出多个连版，展开关于培育新动能的
大讨论，为贯彻新理念培育新动能进一
步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大版面展示大视野 新手法宣传新动能

本报“经济新视线”系列报道受好评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
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离休老红
军，政协江西省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
主席吴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6月 17日 20时 39分在南昌逝世，享
年96岁。

吴平同志 1922 年 3 月出生，陕西
省耀县人，1937年1月红二方面军独立

师独立团入伍，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7 年 8 月至 1942 年 8 月任八路
军120师七一五团二营通讯员、师司令
部机要科股长，1942年 11月至 1944年
9 月在晋绥党校学习，1944 年 9 月至
1946 年 7 月，历任绥蒙军区机要科科
长、东北民主联军机要科科长、东北局
机要处办公室主任，1946 年 7 月至
1949年1月，历任黑龙江省汤源县公安
局局长、副县长、抚远县县委书记。
1949 年 7 月至 1953 年 3 月任江西省修
水县县长、县委书记，1953 年 4 月至
1964 年 12 月任江西省九江专署副专
员、专员、地委书记，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4 月任贵州遵义工作组副组
长。1965 年 10 月至 1968 年 10 月任省
轻工业厅厅长、省委统战部部长，1970
年 11月至 1975年 3月任吉安地区革委
会副主席兼生产指挥部主任、地委副
书记，1975年4月任省第四机械工业局
局长，1977年1月任宜春地委书记兼革
委会主任，1979年2月任南昌市委书记
兼革委会主任，1979年9月任省委副书
记，1983年4月当选政协江西省第五届
委员会主席。

吴平同志是党的八大、十三大、十
四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
年2月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

吴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 （戴炜亚）截至目前，由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日报社主管主
办，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江西
日报社中国江西网联手18家银行共建
的“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
（http://cx.jxnews.com.cn）挽回经济损
失超过5亿元，让6324名失信被执行人
主动还款，受到刘奇葆、孟建柱、郭声
琨、周强、曹建明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肯
定，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媒体配合司法
系统推动诚信建设、培育践行核心价值
观”的江西经验。

事实上，通过媒体曝光“老赖”的做
法早已有之，而“法媒银”平台的成功自
有秘诀。

从 2015 年上线之初，平台设置了
新闻助力、公开曝光、公众查询、联合惩
戒几个板块和栏目。

“这显然不够，跟过去法院主要依靠
报纸、电视、户外大屏幕等曝光‘老赖’没
有大的区别，缺陷在于缺乏一个固定、
统一、权威的信息化平台，不能及时反
映案件的动态变化。”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赵九重发
现，惩戒“老赖”的综合性网络信息平
台，还有丰富和提升的空间。

通过这个平台能查询到谁是“失信
被执行人”，那么他就出门坐不了飞机
和高铁，还会在贷款、投资、行政审批等
很多方面受到限制。

“法媒银”平台与之前的曝光平台
相比，可充分发挥江西日报社所属 9
种媒体形态，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宣
传报道，鞭挞违法失信，威慑潜在背
信，鼓励诚实守信，通过电脑端和移
动客户端最大限度扩大平台社会影

响力。
举报“老赖”是否便捷？申请执行

人怕什么？一怕发现执行线索联系法
官不及时，二怕执行法官不作为、执行
过程不透明。2016年 6月第一次升级
改版后的“法媒银”平台增加在线举报、
请您监督、舆情监测等功能。

2017 年春节后，“法媒银”平台一
鼓作气，组织精干力量，根据运行中的
问题和新的需求，开发悬赏公告、司法
拍卖、终本案件库和大数据呈现功能。
悬赏公告平台是专门发布江西各级法
院抓捕“老赖”的悬赏令，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查找“老赖”线索。终本案件库功
能，是对外发布、公示法院已穷尽措施、
不能继续执行的案件，同时具备“老赖”
财产线索举报的入口，经法院核实认定
后，该案件则恢复执行。

此外，“法媒银”平台利用江西日报
社大江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通
过数据分析，直观呈现失信被执行人地
域、时间、金额分布等信息，具备数据自
动生成、公开等功能，为执行工作提供
强大智力支撑和数据保障，为诚信和法
治建设提供支撑。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曝
光平台，而是一个动态网络综合系
统。”6 月 13 日，“法媒银”平台负责人
介绍说，从无到有，从新闻助力、公开
曝光、公众查询、联合惩戒等栏目，新
增举报“老赖”、请您监督、悬赏公告、
阳光平台、司法拍卖、大数据支撑等十
大功能，它更加贴近民生，愈加符合银
行、企业及社会各界需求，为诚信和法
治江西建设提供了更加丰富、鲜活的
载体。

这不是静态曝光平台，而是一个动态网络综合系统

十大功能铸就
“法媒银曝光台”风华正茂

本报讯 （记者游静）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近
年来，我省围绕改善环境质量，全力打
好净空、净水、净土攻坚战，走出具有江
西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打造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
让白云拥抱蓝天，我省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2017 年是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五年收官之年，省政府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通知》《2017 年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
编制 2017 年全省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清
单，成立省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省环
保厅组织技术人员赴各设区市开展污
染源分布调查，重点整治“四尘”（工地
扬尘、道路扬尘、运输扬尘、堆场扬尘）、

“三烟”（餐饮油烟、烧烤油烟、垃圾焚烧
浓烟）、“三气”（汽车尾气、工业废气、燃
煤烟气）。同时，每月通报空气质量状
况，对排名靠后的设区市进行点名批
评，定期通报油气回收完成情况和机动
车监管平台建设情况，不断强化大气污
染防治情况督办。

让清水拥抱河湖，“净水”行动正在
展开。2017 年是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的第二年。我省采取较往年更强
有力的治理措施，全面排查全省不达标
水体情况，综合分析影响水环境质量的
污染源，编制整治工作方案，层层分解工
作任务，限期完成不达标水体整治任务，
对逾期没有完成任务的加大问责力度。
不仅整治不达标水体，在维护良好水体
水质方面，我省制定并实施《水质较好湖

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对纳入其中
的柘林湖、仙女湖等13个水质较好的湖
泊予以保护；全面推进全省流域生态补
偿实施，不断加大流域生态补偿水质考
核力度，促进全省良好水体的水质保护。

让青山拥抱大地，我省大力改善土
壤环境质量。2017 年是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总的思路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
居安全为出发点，重点围绕摸清现状，加
强农用地保护及安全利用，控制建设用
地环境风险，严控新增土壤污染，做好土
壤污染预防，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全面完成土壤污染防治各项目标任务。
目前，我省正在编制《江西省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将土壤防治任务落实到有

关地方和部门；编制《土壤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书》，层层签订责任状，建立健全土
壤污染防治责任制。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我省，
净空、净水、净土攻坚战的嘹亮号角已经
吹响，多措并举提升环境质量，一张江西

“绿”图正徐徐展开。

净空净水净土攻坚战绘就江西“绿”图

（详见A2版）

6 月 18 日，
众多游客在南
昌市湾里区洗
药湖管理处蓝
莓基地采摘蓝
莓。

据悉，该基
地凭借得天独
厚的空气土壤
等种植条件，蓝
莓产量高质量
好，深受消费者
喜爱。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