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责任编辑 杨学文 傅晓波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手机网：http://3g.jxnews.com.cn

JIANGXI DAILY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农历丁酉年六月初三

国内统一刊号【CN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4730号 今日12版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本报吉安讯（记者刘之沛 通讯员陈海明）今年上半
年，井冈山市实现了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这是吉安市
拿出“绣花”功夫在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中走前列，为全省
作示范带好头所取得的成效。

吉安作为国定罗霄山脉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和苏区
振兴主战场，坚持“抓两头带中间”，从最偏远、最贫困、最
落后的贫困村入手，启动脱贫攻坚三年决战，对表“核心是
精准、关键是落实、确保可持续”要求，精准做到“三个到
位、志智双扶、两表公开”，投入各类脱贫资金100多亿元，
发展脱贫特色种植业 10万多公顷，全市累计减少贫困人
口37.6万人。

该市各级干部领会习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贵在精
准，重在精准”的要求，落实扶真贫、真扶贫，进村入户，按
照致贫原因和贫困程度精准识别，实现了由精准识别到精
准甄别的转变。坚持宏观普惠式与微观精准式双向发力，
推进落实搬迁、产业、基础设施、劳务、智力、保障“六大精
准脱贫举措”。特别是着力打好产业脱贫、安居脱贫和保
障脱贫三大攻坚战，让贫困户“住上砖瓦房、种上摇钱树、
走上致富路”。

产业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井冈蜜柚“千村万户老乡
工程”，引导群众在荒山荒坡、房前屋后种植蜜柚，政府向
每户贫困家庭无偿提供柚苗 30株，每年扶持 5万户农户，
丰产后每户年可获利1.5万元。目前已有14.5万农户参与

“千村万户老乡工程”，种植面积 6327公顷，三年后可达 1
万公顷以上。同时，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策”的思路，每
年安排1.3亿元产业扶贫资金，扎实推进“四个一”产业扶
贫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基地+合作社+
贫困户”等多种有效模式，努力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每
户都有1项增收致富的主业和有1人进园区务工。安居脱
贫攻坚战。因地制宜实施农村土坯房、危旧房改造和移民
搬迁“三位一体”农村安居工程。全市累计完成改造农村
危旧土坯房 17.3万户，近 60万人告别了透风漏雨的土坯
房。在搬迁脱贫中探索离乡不离土、集中至中心镇中心村
和进城靠园变市民两种模式，累计投入资金18.49亿元，共
搬迁脱贫移民 7.09万人，其中集中安置 5.05万人，分散插
花安置 2.04万人，建设安置点 307个。保障脱贫攻坚战。
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通过低保措施保障其基本生
活，全市 14万农村贫困人口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
完善兜底保障的同时，实行“一户一亩井冈蜜柚”保障计
划，为贫困户加上一道“双保险”。此外，再通过教育脱贫、
旅游脱贫、生态补偿脱贫，保障贫困户家庭收入可持续、不
返贫。着力建立扶贫工作长效机制，在全市调查确认 20
个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的村庄，分别由市级领导干部攻
坚帮扶。目前，全市共安排1215个工作组、2.84万名干部
结对帮扶5万多户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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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宝庆、刘佳惠子）
2020 年，我国逾 10%的 GDP 将由分享
经济创造；到 2025 年，占比将跃升至
20%左右——国家信息中心作出的这
一预测，意味着已将分享经济列入培
育新动能五大主攻领域的我省，有望
驶入财富新蓝海。

为加快分享经济培育发展，省政府
专门成立省分享经济专项推进小组，并
明确省商务厅为分享经济牵头部门。
专家指出，发展分享经济，江西具有独
特优势。从资源禀赋看，江西在劳动
力、旅游、文化、农业、制造能力等方面
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分享经济所需的核
心要素；从经济基本面看，江西主要经
济社会指标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具有发
展分享经济所需的长久支撑力；从地理
条件看，江西毗邻长珠闽，具有承东启
西、连南接北的天然优势，分享经济的
辐射力、承接力得天独厚。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西
部地区，我省是最早主动接受沿海发达
地区分享经济辐射的省份之一。特别
是在电子商务进农村领域，我省走在全
国前列。去年以来，江西分享经济业态
模式加快创新、覆盖领域加速延伸，在
家政服务、物流、交通出行、餐饮等行
业，分享式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参与人
数急剧增加，分享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
人心。借助“双创”东风，一批本土分享
经济企业正在赣鄱大地生根发芽。

不过，专家指出，江西分享经济总
体上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必须集中
资源、精准发力，打造赣江新区等分享
经济核心增长极,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加
速发展。 （相关报道见B2-B3连版）

改变思维 引领未来

分享经济将成江西财富新蓝海

众志成城保家园 抗险救灾见精神

本报讯（记者游静）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灾害
损失，最大力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
24日，省防总紧急下发《关于报送重点区域人员转
移及安置相关情况的紧急通知》，我省紧急转移21
万受洪水威胁的群众。6月 25日，国家防总督导
组和省防总督导组赴宜春、九江等地指导防汛工
作，各地各部门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23 日至 25 日，我省北部连续出现暴雨到大
暴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造成局地灾情和
汛情。25日8时至16时，全省平均降雨量为14.8
毫米，鹰潭市 34.7毫米为最大，点最大降雨为莲
花县良坊镇长丘田站111毫米。全省共20县110
站降雨超过 50毫米，2县 6站降雨超过 100毫米。
截至25日16时，全省河流超警戒站数13个，省调
度的大中型水库3座超汛限。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26 日至 29 日我省仍持
续暴雨天气，但降雨强度较 23日、24日弱，其中
26日至 28日中北部局部仍有大暴雨；雷雨来时，
部分地方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目前，省防总下发《关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领导指示精神做好关键期防汛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
指示精神，切实保持警惕、担起责任、全面动员，
做好关键期防汛工作；下发《关于落实汛情趋势
会商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继续采取强有力措施，始终
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牢
牢把握山洪、水库、重点圩堤等防御重点，继续做
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5日16时，本次强降雨
过程已造成南昌、九江、上饶、宜春、吉安、景德镇、
鹰潭等7市47个县（市、区）582个乡镇受灾，6人死
亡、3人失踪。其中，农作物受灾面积172万亩、受
灾人口 175.5366万人、转移人口 27.1804万人、倒
塌房屋1165间，直接经济总损失25.02亿元。

未来3天部分地方仍有暴雨

各地各部门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本轮强降雨已致直接经济总损失25.02亿元

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德兴市海口镇海口村大面积被淹。6月25日，武警上饶消防支队
德兴中队火速驰援，成功营救20余名被困群众，转移受灾群众134人。 本报记者 吕玉玺摄

6 月 23 日 4 时至 6 月 24 日 12
时，修水县平均降雨量达 191.1 毫
米，其中降雨量 300毫米以上的站
点有 5 个，200 毫米以上站点有 37
个，超过 100 毫米以上站点有 82
个。山洪咆哮，修河水位猛涨，地质
灾害频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九江市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求
修水县采取有效措施，转移受灾群
众。该县干部群众顶着暴雨，连续
奋战，紧急转移安置群众8.4万人。

据统计，截至 6月 25日 17时，全市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共计9.7万人。

领导靠前指挥，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6月22日20时至24日8时，九
江市平均降雨量131.8毫米，降雨量
以修水县港口镇346.2毫米为最大。

面对暴雨灾情，该市领导靠前
指挥，科学应对。6月 23、24日，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修水、永
修、都昌、彭泽等地指导防汛救灾

工作。6月 24日，市四套班子领导
奔赴挂点县（区）一线，指导防汛救
灾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洪水灾害
造成的损失。

该市积极组织开展救援工作，
在 6 月 24 日凌晨 2 时接到修水县
请求支援抢险力量报告后，第一时
间调派公安民警和消防部队官兵
到修水抢险救灾。市国土局立即
派出专家工作组，迅速赶到修水开
展滑坡抢险救援工作。

（下转A2版）

今日长缨在手 全力缚住苍龙
——九江市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纪实

谌远宇 本报记者 练 炼 何深宝

本报宜春讯（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李铁刚）6
月 23日 8时至 25日 16时，宜春市平均降雨 131.2
毫米，其中铜鼓县 216.5毫米为最大。据初步统
计，此次强降雨过程造成宜春10个县（市、区）168
个乡镇、38.76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36.33万亩，
倒塌房屋518间，转移人口5.08万人，直接经济损
失4.39亿元，未发生人员伤亡情况。

宜春市及时召开防汛工作调度部署会议，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万载、上高、高安等县市
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全市各级防办和气象、水
文、国土等部门加强防汛值班，严格坚持 24小时
值班制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24日，全市 5座
重点大中型水库除靖安罗湾水库外均开闸泄洪。

面对汛情，宜春加强应急处置。6月 24日上
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 2个工作组赴重点县
（市）督查指导防汛工作，并调集 4 艘冲锋舟及
80名武警官兵赶赴奉新县上富镇救援被洪水围
困群众。截至 25 日上午，奉新县紧急转移群众
882人。24日上午，靖安县城北防洪堤解放堰下
游约 100 米处出现局部坍塌，该县调集出动 10
部汽车、2 部挖机、1 部装载机对现场进行抢修，
使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宜丰县四套班子成员全
部下到挂点村督查防汛工作，全县转移受困群
众 97人。

宜春全力以赴做好
强降雨防御救灾工作

当一辆辆闪烁着警灯的巡逻车穿行在
凌晨的大街小巷，当一个个藏匿于城乡的
传销窝点被捣毁，当一个个流窜到此地的
盗窃团伙脚跟未稳就被控制，当一个个身
负重案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抚州公安以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的变化，以群众安全感、获得感的大幅提
升，以一组骄人的数据和历史性的突破，
见证了抚州大部制警务改革的成功实
践。今年1至5月，抚州实现了“四个大幅
提升”：“两抢一盗”案件破案数、“黄赌”案

件查处数、八大类案件破案数、网上逃犯
抓获数分别同比上升27.1%、45%、20.9%、
50.7%，“四个大幅下降”：刑事案件、治安
案件、经济类案件、道路交通事故分别同
比下降16.8%、38.7%、47.1%、16.3%，实现
了“四个全省第一”：全市逮捕犯罪嫌疑
人数增长率、侦办跨区域侵财团伙案件
完成率、毒品案件侦破率、社区民警信息
采集上升率均位列全省第一。在全省一
季度社会治安评估通报中排名第二，被
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状况优秀市。抚州公

安改革结出了丰硕果实，迈出了里程碑
式的铿锵步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公
安改革新经验和新模式呼之欲出。

让民警回到群众身边
保一方平安，让群众最具安全感，是

抚州公安改革的核心目标。去年10月，
为探索解决公安机关警务资源碎片化分
割、打防管控相互脱节、警务效能整体不
高等突出问题，抚州公安以全面落实中
央关于公安改革的“1+3”意见为契机，

在全省公安机关率先拉开了大部制、大
警种改革序幕，其改革原则和目标清晰
而坚定：力量整合、资源共享，警力下沉、
减少层级，合成作战、务求实效，全面提
升公安机关的创新力和战斗力，用改革
和担当铸就保一方平安的金盾。

6月中旬，记者走进抚州市公安局，
昔日的 34个内设机构按职能、人员、资
源整合要求合并组建为情报指挥部、侦
查实战部、治安防控部、执法规范部、行
政服务部等9个部。 （下转A2版）

用改革和担当铸就平安金盾
——抚州“大部制”警务改革推动公安工作转型升级纪实

洪向峰 本报记者 汤 民

本报萍乡讯（记者刘启红）年近八
旬的上栗县上栗镇万石村贫困人员邱
远从一家原先生活十分艰难，2014年被
列为精准扶贫对象，当地采取了一系列
帮扶举措后，一家人日子越过越踏实。
老人感激地说：“有好政策、有好人帮
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在萍乡，
越来越多像邱远从一样的贫困家庭现
在正走出困境。近年来，该市高位推
进，精准发力，脱贫攻坚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2014年至 2015年底，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减少2.5万人，去年又有2
万人实现脱贫，16个村退出贫困行列。

坚持高位推进。2016 年，萍乡市
在原有38名市级领导带领市直单位组
成 38 个工作组定点帮扶 38 个贫困村
的基础上，再确定 17名市级党政班子
成员分别挂点帮扶一个贫困村，市级
领导挂点帮扶的贫困村达到 55个，并
由市委书记担任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任务的落实。同时，下发了三年滚动
脱贫计划，按照年度计划，各县（区）党
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签订了脱贫攻
坚任务责任状，县（区）与乡镇、乡镇与
村也层层签订了责任状，层层传导压
力，压实责任，并充分发挥督查考核指
挥棒作用，促进脱贫攻坚工作落实。

实施精准扶贫。萍乡市紧紧抓住
精准脱贫这个关键，从精准识别、精准
施策、精准帮扶等方面发力，不断提高
脱贫实效。严格按照农户申请、村小组
初选对象、入户调查、村民代表大会评
议公示、乡审核公示、县审批备案的方
法和程序，逐村逐户摸底排查核准贫困
户，将所有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录入建档
立卡系统中，实行动态管理。同时，为
确保扶贫对象准确、数据信息完整，还
多次对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开展“回头
看”，进行再识别、再核实。（下转A2版）

高位推进 精准发力

萍乡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

相关报道见A2、C1、C2版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曹耘）从
6月 23日开始，景德镇市出现连续
暴雨、大暴雨天气，6月 23日 10时
至6月24日10时，该市平均降雨量
达 152.5 毫米，防汛形势十分严
峻。该市于 6月 24日 12时启动防
汛 II 级应急响应。市水文局也于
24 日 9 时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
警。24日 23时 30分，昌江出现的
洪 峰 通 过 渡 峰 坑 水 文 站 ，水 位

32.72米，高于警戒水位4.22米。
防汛抗洪不容一丝懈怠。全市

各级各部门取消双休日休息，迅速
进入迎战状态，重点抓好城市内涝、
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
对应急抢险、综合协调、群众安全转
移等 18项防汛重点工作的责任单
位、责任领导、具体责任人以及工作
职责进行了明确。党员干部纷纷坚

守在抗洪一线，成为中流砥柱。
为切实保障游客人身安全，该

市高岭·瑶里风景名胜区、冷水尖
风景区、双龙湾生态园实行临时关
停营业。市教育局决定星期一（6
月 26日）停课一天，暂定星期二正
常上课。

截至6月25日15时，昌江渡峰
坑水文站水位 28.68 米，超警戒水
位0.18米，洪水正在缓慢下降。至
发稿时，全市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等
事件，防汛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景德镇全城动员全力抗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