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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综合本报驻地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大
气磅礴、内涵丰富，通篇贯穿坚定的信念追求、强烈的
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
光芒，是我们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连日来，赣州、宜春、上饶、
吉安、抚州等地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热潮，广大干
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不忘初心，
进一步坚定信心、开拓进取，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加快
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江西篇章。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们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

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打赢脱贫攻
坚战，解决好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群众
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需求，这是我们党的目标，也是
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在新的发展节点上，江西更加
清楚地认识到，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
民生工程、最大的责任担当，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要求。

“党心连民心，我们革命老区瑞金百姓的生活取
得的每一个发展变化，都与党的好政策分不开，我们
一定要按照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脱真贫、真脱
贫的要求，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好、贯彻好、落实
好，进一步压实责任、理清思路、夯实脱贫举措、创新
脱贫机制、补齐脱贫短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我
们瑞金人民早日脱贫，与全国人民一道过上全面小康
的幸福生活。”瑞金市委书记许锐信心满满地说。

余干县东塘乡党委书记夏青林表示：“作为一名贫
困地区的基层党委负责人，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发展
产业带领全乡人民脱贫致富。目前，乡里通过土地流
转发展了优质稻种植、水产养殖、菌菇种植等农业产
业，带动500多名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十九大报告提
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让我们基层干部和农民都
吃下了‘定心丸’，对下一步发展更有信心。”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
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江西菲乐奇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高柱说，

“菲乐奇在奉新县承包了上万亩林地种植猕猴桃，并
与农户合作建立产业园，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
益。我们将加大科研力度，不断研发新品种，扩大与
农户的合作规模，在产业扶贫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吉安市交警支队团委书记、驻遂川县雩田镇村
口村第一书记方敏军表示：“脱贫工作一定要抓实抓
细，经得起各方的检查和时间的检验。下一步，我们
要继续对标对表各项要求，挨家挨户深入到贫困群
众中去，了解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帮助他们发
展好产业，努力实现可持续脱贫。”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脱真贫、真脱贫，这句话让
我们驻村帮扶干部倍感振奋。”抚州市东乡区岗上积
镇东源村第一书记周鹏祥说，面对贫困这座大山，抚
州开展了“四进四联四帮”活动，一批又一批的驻村
干部当起愚公，加入扶贫的行列。2016年，东源村成
功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路径
绿色是江西的原色，“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

好”；绿色是江西的主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千山竞绿，
万水皆清。近年来，江西着力倡导和实践绿色发展理念，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路径。

金秋时节，乐安县金竹畲族乡流舍村家家户户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国家民委的对口支援下，通过发
展生态旅游和绿色有机农业，畲乡面貌焕然一新。十

九大开幕当天，畲族同胞们聚集在村民蓝毛生家的院
子里，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蓝毛生兴奋地说：

“十九大报告提到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
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体系。这对于具有丰富绿色资源的金竹畲族乡来说，
就等于有了自己的金山银山。”

定南县委书记赖正文说：“定南作为江西的南大
门，守护着江西绿色崛起的南方生态屏障，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定南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
过程。一方面，持续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力
度，加强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全面落实东江源生态
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发挥生态优势，转变生产方式，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力促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融相生。”

宜丰县潭山镇党委书记伍晓鸿说：“作为山区
镇，近年来我们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围绕旅游特
色小镇目标，进一步发掘旅游资源，全力打造洑溪古
树长廊、茜槽避暑保健中心、桐树岭休闲民宿等生态
旅游项目，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旅游发展格
局。高标准把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好、管理好，通过发
展休闲旅游让群众过上生态更优、环境更美、经济更
活、收入更高的美好生活。”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令吉安市水利局干部职
工欢欣鼓舞，干劲倍增。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引，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干事创业的
实际行动，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推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力推吉安老区决胜全面小康、加快
绿色崛起。

万年县鄱湖办副主任陈仰权表示：“十九大报告
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要把好项目关，有污染的
项目坚决不上，坚持发展绿色产业，不断拓展经济发
展新空间，从而让群众越来越多地享受到青山、碧
水、蓝天、绿地带来的生态红利。”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

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这就要
求党员干部要紧紧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
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把心思用在全心全意谋发
展，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上，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
基础。

兴国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瑞金干部学院特聘教
授胡玉春说：“兴国是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
重要发源地，如何继承苏区干部好作风，弘扬苏区精
神，是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行动扛
起责任与担当。尤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要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在扶贫一线建
功立业，争先锋作表率。”

樟树市福城街道药市社区党总支书记卢志红
说：“这几年，社区党总支牢固树立‘党建+’工作理
念，注重发挥党员在社区工作中的主心骨作用，特别
是通过构建‘党建+志愿服务’工作新格局，打通了服
务社区群众‘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要把党建工
作的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不断提升社
区治理水平。”

弋阳县弋江镇党委书记徐世福说：“实现伟大梦
想，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我们要
用实际行动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活力和实效，以党
建为引领，大力实施‘党建+脱贫攻坚’‘党建+秀美
乡村建设’‘党建+社区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进一
步丰富党建的内涵与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这
个新时代。”

家住抚州市临川区青云街道办事处抚临社区、有
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何其诚感慨：“党组织的建设，净
化了基层政治生态，更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如今，干部作风更加清正廉洁，人民群众对党更
加有信心了。”

在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庆祝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的条幅随处可见。公司董事长助理邓丽
萍表示，作为一名非公企业的党员，将立足本职岗
位，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企业发展，为推
动井冈山经开区非公企业党建走在全市前列发挥积
极作用。

不忘初心 夺取迈向新征程的新胜利
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热潮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多倾听群众的心声，做到紧跟‘民
声’办民生。”“为社区群众办实事，要持之以恒，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连日来，南昌市东湖
区光明社区的干部多次召开专题会，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
报告，畅谈学习体会。

2016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明社区视察慰
问，对如何做好社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年多来，光
明社区的干部们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满足百姓提出的新需求，让“光明之花”散发出幸福的
浓香。

环境为民而变
“现在晒衣服可方便了。”“可不是，以前咱们晒衣服简

直是受罪。”10 月 23 日 11 时，光明社区居民李爱萍一边晾
晒着衣物，一边和邻居章大姐聊着天。之前，社区一楼居
民的晾衣架大多已经生锈。每次晒衣服前，为了防止锈迹
沾到衣服上，她们都得用胶带将锈迹斑斑的晾衣架裹好。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看到这一不便，社区党委在今年
对社区环境进行改造提升时，特意将这一小事纳入改造范
围，决定为一楼居民免费更换不锈钢晾衣架。可就这么一
件小事，却让社区干部头疼了一阵子。原来，对要装的晾衣
架，居民意见不一，有的说“要长点，方便晒更多的衣服”，有
的说“要粗点，可以晒被子”。为满足居民需求，社区党委共
拿出 5套方案以供选择，经居民代表投票最终确定了目前这
一款。

“这看似一件小事，却给我们的工作提了个醒：党组织为
民办事，只有充分尊重民意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光明
社区党委书记刘云娟说，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社区
工作者的期盼。

一年多来，光明社区对环境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涉及
道路建设、楼房外墙面的整修、水电改造、晾衣架更换、消防
器材更新、小区绿化、路灯的统一配备、路面停车场设置等。
改造提升后，光明社区面貌焕然一新，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是
社区群众想要的，每项工程里都饱含民意。

服务为民而优
2017年除夕，光明社区居民沈美芳和老伴正忙着做年夜

饭，可家里忽然停电了。她探头出去一看，外面灯火通明，心
想肯定是自家的电路出了问题。大年夜，到哪里找人修去？
面对这一十万火急之事，沈美芳却一点都不急，她拿起茶几
上的“便民服务台历”，拨打了印在上面的社区干部电话。不
到半小时，由社区干部通知的社区爱心帮忙团就上门帮她修
好了电闸。“有事就找社区干部，无论是节假日，还是三更半
夜，随叫随到。”沈美芳说，之前社区给每家每户发放的是“便
民服务卡”，后来为了方便居民保存，特意升级成了“便民服
务台历”。

“社区工作很重要，一是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发
挥领头作用，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二是要抓好服务，人民
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要以问题为导向，力争实现各种
服务全覆盖，不断满足百姓提出的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咐时时在光明社区干部们耳边响起。一年多来，社区党委、居委会坚持践行贴心、
舒心、热心、关心、耐心、细心服务理念，悉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每位居民只
要来到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干部都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茶水暖心、
一颗诚心办事、一流服务回报，让群众在中心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一年多来，光明社区干部用一次次奉献温暖着居民的心。今年已经67岁的
雷红芸是一位有着46年党龄、20多年社区工作经验的优秀党务工作者。20多年
来，她帮助光明社区居民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深受居民们的喜爱，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热心雷大姐”。雷红芸常说：“社区工作很琐碎，但是每件事都要用心去做。
居民们能在社区安康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爱心为民而聚
“张师傅，我家又没电了，麻烦您来看一下。”“张师傅，我家门锁坏了，帮我

修下吧。”……退休后的张则林，成了光明社区里的大忙人，不仅是社区水电工，
还是家电维修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则林家电维修队”，每天穿梭在社区，
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

在光明社区，类似的志愿者服务队有16支，涵盖法律援助、义务巡逻、政策
宣传、扶贫助学、医疗卫生等方面。

光明社区有居民 1685户 5816人，可社区工作人员只有 10人。刘云娟说：
“单靠这 10人，要把社区群众服务好肯定力不从心。”于是，社区党委积极践行
“党建+志愿服务”理念，充分调动辖区内党员志愿者的积极性，不断延伸服务触
角。他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群众团队上，以党支部来领引群众团队，用团队来
吸引志愿者服务群众。就这样，原来社区里的门球队、合唱团等16个群众团队
纷纷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不仅凝聚起更多居民参与到各类群众活动中来，还
带领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目前，这16个群众团队已经发展成员（志愿
者）1000余名。志愿服务，已成为光明社区做好群众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也成为社区的一个品牌。

坚定不移跟党走，美好生活万年长。刘云娟说：“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基
层党建和改善民生工作，这两点都是和我们社区工作息息相关的。今后，我们
全体社区干部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更加创新的工作方法，为居民解难
事、办实事、做好事，不断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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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记者来到宜春市袁州区竹亭镇新更村
河下组，这里山峦起伏，植被丰茂，不时听到牛儿悠长
的“哞哞”声。走进在十里八乡都出名的 85 后“牛大
王”——唐仁万创建的肉牛养殖场，映入眼帘的是两
排整齐宽敞的牛棚，牛棚里90多头牛正悠闲地吃着青
草和饲料。唐仁万告诉记者：“我从小就是个放牛娃，
天天和牛打交道，工作后在外务工攒了点钱，后来乘
着政府鼓励自主创业的东风，2013年回家注册成立了
江西宝兴农牧有限公司，投入 60余万元，从内蒙古引
进了肉牛西门达尔，一心扎进这个行业，从此与牛结
下了不解之缘。”

在养殖过程中，唐仁万边学习边摸索，常常提醒
自己，业务不过关，养不出好牛。于是，唐仁万通过订
阅畜牧杂志，关注畜牧市场信息、畜禽良种信息，引进
新品种、新技术，养殖场的发展很快步入正轨。经过5
年的打拼，他建成了占地面积近200亩、养牛规模可达
200头的两个大牛棚，一年出栏肉牛可达1000多头，年
产值过 200多万元。致富不忘乡亲，为带动大家一起
富，他还聘请了村里的6位贫困户在基地干活。

从放牛娃变身“牛大王”，唐仁万最不忘感激的
就是党和政府。他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
是一名党员，我想在农村这片热土上和乡亲们一起
干出些成绩来。党的十九大召开，我认真学习了
习近平同志作的报告。报告里强调，要始终把解决
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
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更为我在农村创业增添了信
心。在农村，大有可为。”他告诉记者，下步准备投入
资金扩大规模，发展立体循环养殖。同时，成立合作
社，向大家传授养牛技术，帮助更多村民一起奔上

“牛气冲天”的致富大道。

本报讯 （记者杨静）“唱支山歌
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10 月 20
日，省委党校报告厅，一场欢庆党的
十 九 大 主 体 班 文 艺 汇 演 在 这 里 举
行。该校市厅级公务员进修班、县处
级党员领导干部进修班、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县处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
乡镇党委书记进修班的学员走上舞
台，用动情的歌声、精湛的演奏，抒发
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民族复兴
的美好憧憬。

表演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太行山上》《映山红》展示了不忘峥
嵘岁月、继承革命传统的坚定信心；
配乐诗朗诵《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我的中国梦》讴歌了党的光辉历程，
表达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的
美好祝福；三句半《井冈魂》《我们是
基层干部》再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赣
鄱大地的新变化、新成就；大合唱《走
向复兴》展现了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省委党校欢庆党的十九大文艺汇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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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记者走进景德镇市昌江
区吕蒙乡二亭村鲤鱼洲新村，只见按统一
风格建设的 48 栋房屋拔地而起，在这里
居住的都是老鲤鱼洲的村民，也是该市西
河水系综合治理改造项目的征迁对象。
不少村民都选择在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前
搬进了新居，今年 66 岁的郑水生家就是
其中一户。

记者走进郑水生家装修一新的 4 层
楼房，看到每一层的地面都铺着大理石，
墙面刷了洁白的乳胶漆，显得宽敞明亮，
家里电视机、冰箱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充满了现代生活气息。郑水生告诉记
者，新房每一层都有 110多平方米。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始终把
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
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对
此，郑水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党的十
九大报告给我们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
辛劳了一辈子，这回可以在新房安度晚
年了。”

相比现在，郑水生在老鲤鱼洲的生
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绕不开水。鲤鱼
洲是二亭村的一个村小组，昌江支流西河
流经此处。相传鲤鱼洲因地理上形同鲤

鱼而得名。西河虽然为百姓带来了水源
与资源，但由于地处低洼之地，也给他们
带来了水患。

在郑水生的印象中，鲤鱼洲年年雨
季都会涨水。由于住的是农村平房，一
旦涨水，他一家老小就得转移到附近的
景德镇市福利院，等水退后再回家，打
扫卫生，修补房屋。最可惜的是，家里
4 亩田地里的庄稼，刚刚长好就被淹
没。每次洪水过后，这个以务农收入为
主 要 经 济 来 源 的 家 庭 至 少 损 失 6000
元。郑水生和其他村民都希望早点乔
迁新居。

2016 年开始，景德镇市以“着力改
善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为
出发点，大力推进棚户区与“城中村”改
造，于 2016 年初启动的西河水系综合治
理改造项目就是其中的重点，包括水利
枢纽、湿地公园的建设以及鲤鱼洲等 3
个村小组的房屋征迁工作。根据工作
安排，昌江区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了
鲤鱼洲的房屋征收补偿与村民安置工
作，100余户村民得到了妥善安置。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如今老鲤鱼洲已
经变成了昌南湖湿地公园的一部分，成为
景德镇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门户。

安居梦想今成真
本报记者 曹 耘

（上接A1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
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突出党的建设对各项工作的引领作
用。我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强化履职担当，推动单位党建
水平再上台阶。”杨莹说。
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党组
织突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出台

《江西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
细则（试行）》，更加规范干部“能上能
下”；出台《关于支持、保护和激励党
员干部改革创新、担当有为的意见》，
最大限度调动干部“干”起来；深化

“党建+”理念，深入推进“三大工程”
品牌建设。

把党建工作做出活力做出温度

10月22日，在奉新县工业园区紫宸科技有限公司食堂门前，员工们利用休息时间，围坐在一起阅
读报纸，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 通讯员 邓建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