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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现对本报申请新闻

记者证的朱雪军同志进行公示。
如有不符请拨打举报电话：0791－83963551。

江西日报社
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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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随同现已故去的一位省长去
赣南调研，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在宾
馆听汇报，整整一上午，只见省长端坐在椅子
上，专心致志地听着、记着，不时问一两个问
题，面前的茶杯，动也没动一下。听完汇报
后，我好奇地问：一上午，省长水都不喝一口，
不渴呀？省长回答道：哪不渴啊！喝了水，上
洗手间，会影响人家的汇报。人家停下来等
我吧，耽搁大家时间；不等我，他继续讲吧，我
又漏听了，没听全，会影响对一个地方工作的
了解。一上午，忍一下就过去了。

一件小事见精神，老省长工作态度的一丝
不苟、严肃认真，由此可见一斑。认真，体现在
点滴细节之中，小事不认真，小事随随便便，就
很容易变成事事不认真、处处随随便便。

当下，在一部分干部身上缺少的，恐怕就
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较真的品性。他们匮
乏热情、激情，更遑论主动性和积极性了，凡
事漫不经心，凡事随性随意，凡事嘻嘻哈哈。
这些人的心理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于是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他们工作
的“准则”，人生词典里，就没有“认真”两个
字，应付了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成了常态。

古人云：“人而无责，于世何益？”“认真”，是
为人处世的风格和要求，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人
的修养、品德和对待工作、事业的态度。为人
不认真，就会失去朋友，被人诟病；做事粗糙、粗
心，就难以取得成就。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全心全意”指的就是不苟且，不颟顸，
不含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
最讲“认真”。认真了，才能干好每一件大事和
小事；认真了，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认
真了，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那次调研中，老省长不按当地安排好的
路线走，常常要求停车，随便走进一个村子、
一家工厂。他说，你们做得好的我当然要看，
做得不好的我也要看，要不我怎么能掌握到
真实情况？

习近平同志曾强调，领导干部应经常走
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同时，搞
调研要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老省长
在避免“被调研”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我们的调查研究，应该像毛泽东当年在寻乌那样，深入到农
户家里，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厂矿车间，体察民情，倾听民
声，触摸民意。下基层调研，只有深入、唯实，才能取得成效，才
能推动工作。调研中，要拜群众为师，不可端着个架子，高高在
上，要摒弃“身入”而“心不入”。同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分
为二，既看成功之处，总结出经验，也看不足的地方，寻找解决问
题的良方。显然，按照一些“讲政绩”的地方安排的线路调研，看
到的全是“花团锦簇”，是难以掌握到全面、真实的民生民瘼的。

记得结束调研，吃了饭登车回南昌前，老省长还专门走到厨
房，和厨师、服务员一一热情握手、告别，再三感谢他们的劳动。
珍惜他人的付出，才会为他人付出，老省长的亲民作风与待人接
物的礼貌谦和为人称赞。

当年风雪漫天，焦裕禄走进破旧的泥巴屋，坐在一双无依无
靠的盲瞽老人身边问寒问饥的情景，已经成为历史的定格，那句

“我是您的儿子”的回答，久久回响在人们的耳边。亲民才能爱
民，只有把百姓视为衣食父母，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才能把
他们的温饱冷暖记挂在心头，才能搞好服务，当好公仆。

革命前辈的奋斗史，是一座精神图书馆，给予我们不断的滋
养，其人格和品德，散发出熠熠的光芒。在当下，我们要更好地
传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力戒浮皮潦草，力戒马虎交差，
力戒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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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市县领导访谈

“开展城乡环境整治，事关赣县
区城市形象，全区上下必须要站在讲
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端正思想认识、建立长效机制、
突出群众主体、加强宣传引导，确保
赣县区城乡面貌一年大变样。”近日，
赣州市赣县区委书记胡晓平就如何
开展好城乡环境整治工作接受了记
者采访。

胡晓平说：“赣县有着 2200余年
的历史，人文底蕴深厚，乡风民风淳
朴。自去年撤县设区以来，重新回到
赣州市中心城区怀抱的赣县区，在整
治城乡环境方面迎来了更大的压力，
更高的要求，全区上下将全力以赴扛
起责任、主动担当，让我们这个古县
新区展现新的魅力。”一是加快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完成城南西区棚
户区改造，全面打通梅林大街西延、

兴农路、章贡路等断头路，规划建设
一批小广场、小游园等公共设施及限
价房等民生设施。二是抓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以文明创建网格化管
理机制为抓手，重点抓好市民素质提
升、浓厚创建氛围、提高群众参与率
等方面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三
是提升城市品质。加快推进城南大
道、赣新大道等 8条主干道综合改造
工程，加快梅林湿地公园四期、马口
生态公园二期、贡江亲水绿道等公园
项目建设步伐，不断提升城市形象和
品质。四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加
快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积极开展空气质量、水环境、矿山
环境等治理行动，重点抓好稀土矿山
生态恢复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
治、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治理等工
作。五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积极

挖掘生态优势，加强旅游资源整合，
加速推进湖江夏浒、五云祥云湖等景
区建设，着力打造赣州中心城区生态

“后花园”。六是加强乡村环境整
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空心房”整治工作，改善乡村环境面
貌，积极开展乡风文明行动。

村庄整洁干净、道路宽阔平坦、
街景美观大气，赣县区城乡处处都是
新面貌、新气象。胡晓平表示，赣县
区将全力以赴担当起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重任，全面启动背街小巷、城
中村提升改造工作，让城乡环境整治
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古县新区大变样
——访赣县区委书记胡晓平

本报记者 唐 燕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一边是土地
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一边是不少已
批土地未能及时利用。9 月 8 日，省国土
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和批而未用土地消化工作的意见》，
对批而未用土地消化周期在 5 年以上的
市、县，除国家重点工程、省重点线性工
程、民生工程外，原则上暂停新增建设用

地审核审批。
我省从机制上强化对已批土地利用

的刚性约束，对批而未用土地消化周期在
3 年以内的县（市、区）、设区市本级，充分
保障合理新增建设用地需求；消化周期为
3至 5年的，除国家重点工程、省重点线性
工程、民生工程外，原则上按批而未用土
地消化面积与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2∶1 挂

钩。优化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使用方向，对
批而未用工业用地达本地区批而未用土
地50%以上的市、县，原则上暂停受理该地
区工业项目用地审核审批。严格执行闲
置土地处置相关规定，对闲置土地足额征
缴闲置费，对符合收回条件的依法予以收
回。对于闲置土地情况严重且整改不力
的县（市、区），暂停该地区新增建设用地

审核审批。
同时，我省将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鼓励使用权人、集体经济组织、社
会资本采取灵活的处置方式，促进城中村、
棚户区改造，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和功
能提升。鼓励低效用地成片改造开发，允
许市场主体收购相邻多宗地块申请集中开
发，集约利用。

我省让批而未用土地“活”起来
消化周期超5年暂停新增建设用地审批

在现代制造业领域，兆驰缔造了中国传奇。
兆驰创立于2005年。12年后的今天，兆驰成为全球

领先的数字机顶盒制造商、国内首批获得蓝光联盟授权
的 11家本土企业之一，其自主研发的直下式液晶电视，
成为行业标杆。

2015年，兆驰开始互联网+实业的华丽转型。截至
目前，兆驰市值突破200亿元，已成为国内互联网电视领
域的开拓先驱。

奇迹的创造者，是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伟。他的创业之道是：技术为王；以“联姻”方式打造产
业链。

顾伟告诉记者，兆驰成立之初，DVD市场已经开始
下滑，只好“骑驴找马”。一个月后，兆驰亮相香港展。没
有成型的产品，没有展位，兆驰团队拿着图纸，把客户请
到咖啡厅去谈生意。惊人的是，兆驰竟谈下了50万台的
订单。顾伟很幸庆有早期创业沉淀下来的技术资源、世
界范围内的行业口碑，加上业内顶尖的团队，兆驰第一次
亮相就十分惊艳。

有人说兆驰是一家代工厂。顾伟说：“飞利浦找我们
代工，自然是因为成本低，品质有保证。别人做不到的，

我们能做到！”从飞利浦、LG，到夏普、JVC，再到国内的五
大彩电巨头，这些强大的合作伙伴，从侧面印证了兆驰深
厚的技术底子。

把技术实力转化为成本优势，这是兆驰所擅长的。
最近，兆驰开发的新型背光模组的昏光距离已经缩短到
了 8mm以内，这意味着直下式背光电视一样可以超薄。
正是这样的技术优势，帮助兆驰顺利拿下了跨国巨头的
巨额订单。

顾伟亲自操刀产品设计，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并在圈
内传为美谈。2011年，兆驰杀入LED封装领域，成立南
昌封装基地，并于 2016年成功挂牌新三板，跻身国内封
装前五。2015 年 8 月 14 日，兆驰股份宣布收购风行网
63%的股份，并通过股权绑定的形式与东方明珠、国美、
海尔达成战略合作，以联姻方式打造产业链，共同推动风
行电视的发展。此举一出，舆论哗然。

“越分享，越富有。”这是顾伟奉行的信条。自 2008
年以来，兆驰陆续在南昌市进行的各类投资超过 20 亿
元；近期，他又在南昌 LED 外延（MOCVD）及晶片生产
项目投资 40多亿元。目前，江西兆驰共引进并投产 200
条LED封装线。2016年，江西兆驰实现产值6亿元，2017
年预计产值可达10亿元。

【顾伟寄语】
江西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令身在外地的赣商们欢欣

鼓舞。近几年，江西力度空前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不断优
化的投资环境，更是吸引了赣商纷纷返乡创业。祝愿首
届世界赣商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全球赣商企业越来越强、
越办越好！

引领中国互联网电视新趋势
——访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伟

本报记者 刘芝毅

黝黑的皮肤，纯净的笑容，
这是 28 岁的修水县何市镇知
青希望小学校长慎魁元给我们
留下的第一印象。而在孩子们
眼里，他是暖心的大哥哥；在村
民心中，他是敬业的好教师；在
同事眼中，他更是学习的好榜
样。虽从教不到 5 年，但在慎
魁元目前的人生词典里，“教
育”是个不可或缺的词语。这
个词充满情怀，满怀希望。

时间回溯至 1989年，慎魁
元出生在修水县程坊乡的一
座大山里。小时候，因为山太
大，没人愿意来山里当老师，
最近的学校离家又很远，家人
直到慎魁元 8 岁才让他上学。

“那时，我总是吵着让爸爸送
我去上学，爸爸说‘等弟弟长
大 些 ，你 们 一 起 去 ，好 有 个
伴’。”慎魁元回忆，8 岁时，他
们兄弟俩和山对面的两个姐
姐一起去上学。周日早上带
上米菜出发，山路绵延几十
里，总是下午才能到学校。“那
个时候，我就在想，长大一定
要当一名老师，到大山深处，
到 最 需 要 老 师 的 地 方 去 。”
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顺利通
过特岗教师统一招录考试，进
入何市镇湴浆小学任教。

当时，湴浆小学有 5 个年
级，120 多名学生，却只有 3 名

教师，每个人的教学任务都很
重。慎魁元承担三个年级的语
文和英语以及全校的体育课。
白天课程排得满满的，晚上还
要批改作业，等一切忙完往往
就是深夜。“虽然很辛苦，却很
快乐，感受到教书育人的充
实。”慎魁元说。

2014 年 8 月，参加工作一
年的慎魁元成为何市镇知青希
望小学的校长。何市镇知青希
望小学教师数量有限，慎魁元
肩负起了六年级的三门课。在
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他还让
每位教师轮流当代理校长，培
养他们的教学管理能力。在他
看来，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若能
带动更多的老师投入乡村教育
事业，这无疑是在“山顶点灯”，
可以照亮更多的人。只有这
样，才能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山
区，改变山区的教育现状。

“一位称职、优秀的校长必
须要有超前的办学意识。我想
怀着‘归零’心态，时刻学习，接
受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用先
进的教育理念充实、提升自己，
为乡村教育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谈及自己所获的种种荣
誉，慎魁元始终保持着谦逊的
态度，就像成熟的麦穗总是低
垂着头，散发着岁月沉淀的淳
朴气息。

为乡村孩子点燃求学梦
本报记者 张武明 齐美煜

9月7日，南昌市新建区石埠镇缪家老屋村校外辅导站，76岁的缪延相正在给
村里的留守儿童免费辅导课程。2009年3月，缪延相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放学后沉
迷于网吧，于是和老伴商量，拿出两人的低保金和卖菜秧苗的钱办起了校外辅导
站。据统计，8年间，在辅导站参加过学习的青少年达3000人次。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无私的奉献

本报讯 （记者杨静）将于
9月 16日、17日举行的全国司
法考试，是国家司法考试改革
为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前的最后一次司考。9月 10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继去
年江西司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
万人后，今年全省报名司考的
考 生 人 数 再 创 新 高 ，达 到
12167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
省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人数
一直呈上升趋势，从 2002年到
2016年，江西已经有 109067人
报名参考。目前，全省已有
19681 人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对促进我省法治建设的进步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维护公

民的合法权益都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

为方便考生就考，今年我
省设立了南昌、九江、景德镇、
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等
8个考区、10个考点。

此外，今年，我省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加大了
对考试工作的监管力度，严厉
打击替考和考场作弊，严肃考
风考纪。除继续在全省实行

“净考”制度（即考试文具由考
场提供，考生不准携带文具，考
生进入考点时须通过安检通
道，进行人像比对和身份识别）
外，还将对试卷运送实行 GPS
定位和保密室远程实时视频监
控，强化试卷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武明 通
讯员李伟）记者9月9日从省纪
委获悉，2016 年以来，全省各
级纪委信访举报部门交办督办
扶贫领域信访举报 2627件，办
结 186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842 人，组织处理 368 人，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62人，挽回经济
损失4000余万元。

日前召开的全省纪检监察
信访举报业务培训班提出，纪
委信访干部要以百听不厌的态
度对待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
既要热情接待、及时受理，又要
分类处置、依法处理，严禁以任
何理由拒绝群众反映问题，严
禁信访件光流转、不处置。

为增强人民群众对正风反
腐的获得感，省纪委要求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走出办公
室，深入县乡村一线，走进贫困
户家中核查扶贫领域信访问题
线索。对这些问题线索按照

“当天呈批处置，第二天转办到
位，一周后上报办理进展情况”
的要求，快速转办分流，为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同时，我省要求各级
纪委信访部门对“12388”举报
电话安排专人值守，及时接听；
只要有涉及扶贫领域的信访举
报，无论其反映问题大小、涉及
资金多少，都要做到逐件登记、
及时分流、跟踪处置。

严禁扶贫领域信访件光流转不处置

12167人搭上司考“末班车”
报名人数创16年新高

本报讯 （记者陈斌华）
9 月 7 日，省工信委、省民政厅
和省卫计委联合发布《江西省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工作方
案（2017-2020 年）》，明确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形成覆盖全
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体系。到那时，我省 654.86 万
老年人在家就可享受远程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

所谓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就是通过互联网、传感器等技
术，让老人们不出家门就能享
受到健康医疗服务。

我省将在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领域的应用和推广智能
化、信息化技术。具体来说，就
是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
台，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
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

为提高养老服务水平，方
案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应用基于
移动互联网的便携式体检、实
时监测、紧急呼叫等设备；运用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手段，优化现有医疗卫生
信息系统和养老数据管理系
统，整合各级医疗机构及养老
服务资源信息，建立老年健康
动态监测机制，提供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

面对庞大的居家健康养老
服务需求，我省计划建设依托
若干省直医院的高端远程医疗
系统和覆盖 80 个县市的基层
远程医疗系统。到 2020年，基
本实现远程医疗省、市、县、乡
四级全覆盖。

我省将按照企业主体、政
府扶持、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开
展覆盖多个区域、多种类型的
应用试点，培育2至3个智慧健
康养老示范企业，建设10至15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社区，创
建2至3个具有区域特色、产业
联动的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
地，探索建立可推广、可复制的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模式。

以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居家养老
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健康医疗服务

1927年冬，毛泽东住在步
云山白云寺时，一有空闲，他就
叫住在洋桥湖村的谢慈俚教他
打草鞋。他学着谢慈俚的样
子，细细琢磨着他讲的每一个
要领，有时还问上几句，很快一
只草鞋打成了。

一天清晨，厅堂来了一群
工农革命军战士，拿着一双新
打的草鞋在议论，有的说这草
鞋打得真好，有的称赞谢慈俚
的手艺真高。这时，谢慈俚生
怕他们会吵醒工作了一夜的毛
委员，就压低嗓门对大家说：这
不是我的手艺，是毛委员昨天
夜里打的。

说话间，毛泽东从外面走
了进来，原来他早早地就起来
了。大家围上去，毛泽东拿出
他打的另一双草鞋对大家说，

国民党一方面派重兵进剿井冈
山，一方面又在生活上卡我们
的脖子，对我们实行了严密的
经济封锁。面对重重困难，毛
泽东向红军指战员发出号召：
没有粮，我们自己种；没有菜，我
们自己栽；没有布，我们自己织；
没有鞋，我们自己动手编草鞋!

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们当天
就行动起来，开始学习打草
鞋。久而久之，战士们打草鞋
的技术不断提高。后来也不用
打草鞋的专门工具，只要在木
头上钉两个钉子或在树上找个
叉，就可以打草鞋了。

毛委员带头打草鞋
本报记者 齐美煜 实习生 马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