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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引进培养创新创业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实施办法（试行）

（详见A3—A4版）

连日来，宜春经开区机关和基层党员活跃在
园区企业，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企业排忧解
难，用真情亲商安商，服务企业发展。该区持续
深化“党建+”理念，不断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全面
提升，为发展升级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以上率下抓党建。今年以来，宜春经开区党
工委先后召开 8次党工委会议和 6次工作部署会
研究党建工作事项，制定出台了《关于推动基层
党建工作全面提升的实施意见》及主要任务分工
方案，各级党组织书记逐个签订党建工作责任
书，逐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抓党建意
识，做到基层党建工作有部署、有督查、有落实。

深学细做实改。宜春经开区牢固树立“党的
一切工作到支部”导向，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深学，固定每月10日为

“党员活动日”，由党工委督察组督促“三会一课”等
制度落实情况；“先锋创绩”坚持细做，广泛开展帮
困扶弱、送医下乡、文明交通等九项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捐赠百余个“爱心邮包”助学，为200多名群众
提供义诊；坚持问题导向实改，采取自查、互评等方
式查找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问题136个，限期逐
项逐个整改。

抓基础强保障。去年12月，宜春经开区获批

增设党群工作部，投入304万元落实“三经费一场
所”，确保基层党建工作有钱办事；高标准建设了
2000多平方米的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 5月，
该区对 8个机关党支部书记进行调整，管委会机
关 12 个党支部书记均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
该区以“五星创评”为抓手，引导各级党组织对标
看齐、整顿提升，共评定出五星级支部18个、四星
级支部41个、三星级支部23个。

抓覆盖重实效。全区设立101个非公企业党
支部，实现党组织设置全覆盖，去年以来共调整非
公企业党支部书记35名，选派56名党员干部到企
业任党建指导员。为推动“有形覆盖”向“有效覆
盖”转变，该区探索“三进三联”工作法，即在非公
企业联合党支部积极探索进结对企业、进服务基
地、进生产车间和组织联建、阵地联享、队伍联
抓。针对非公企业党组织教育资源少、党建业务
不熟、党员参学难等问题，积极推行非公企业和机
关党组织“结对共学、帮学共建”模式。目前，12
个机关党支部与20个非公企业党支部结对共学、
帮学共建，开展互动学习交流36次，“送党课进支
部”75人次，收集意见建议 138条，赢得了园区职
工的广泛认可。

（陈杰慧 刘名东）

宜春经开区创新基层党建聚发展合力

本报讯 （记者卞晔）11月 26日下午，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南昌市红谷滩“侨梦苑”
调研。

红谷滩“侨梦苑”是 2015 年获国侨办批准
成立的全国第四家“侨梦苑”侨商产业聚集区，
范围覆盖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全域。裘援平听取
了红谷滩“侨梦苑”近年来建设发展情况汇报，
深入南昌 VR（虚拟现实）产业基地创新孵化中
心和南昌市慧谷创意产业园，详细了解创业项目
的发展状况。

裘援平充分肯定红谷滩“侨梦苑”的建设发展
成绩。她指出，VR产业未来市场空间广阔，要力
争做出产业标准，整合产业的技术和营销力量，努
力实现从个体研发 APP 平台向产业整体集聚的
转型升级。要探索推动有条件的孵化器在海外设
立分支机构，充分利用海外侨务资源，实现海内外
联动发展。裘援平表示，国侨办将始终关注红谷
滩“侨梦苑”的建设发展，希望红谷滩“侨梦苑”继
续解放思想，创新合作方式，不断开创都市型“侨
梦苑”的新篇章。

开创都市型“侨梦苑”新篇章
裘援平在南昌调研

近日，某地在辖区开展脱贫攻坚“情系贫困
户，真心办实事”主题活动，重点解决贫困群众
尤其是年老体弱多病、丧失劳动力的贫困群众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
帮助检修房屋漏水，修补破损的锅、灶、桌、椅
等。实干真帮、精准有效的扶贫举措让贫困群众
交口称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
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
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为脱贫攻坚做了大量工作，脱贫攻
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仍
需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在“精准”上下功夫。
要摒弃“蜻蜓点水”式的走访慰问，真正把工作重
心放到解决贫困群众的实际问题上，多一些“雪中
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切实防止“花拳绣腿”、
做表面文章。广大党员干部要心中装着群众，真
心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摸清贫困群众的家底，从
贫困群众最急需解决的“烦心事”“难事”“琐事”帮
起，真正做到落小落细、实打实干、真帮真扶，让帮
扶工作变得更贴心、更暖心。

精准帮扶才贴心
何智勇

求是坛

有一个日子，在江西财经大学 3万多名师
生心中留下永远的痛；

有一个人，让广大师生念念不忘。
2017年9月，谢盛纹教授正在竭尽最后的精

气，与晚期肺癌病魔进行搏斗，他时常进入半昏
迷状态，面对赶来看他的领导、老师，他没有为自
己和家人多说一句，最放不下的还是学生，还是
科研。他对校党委书记王乔说：“这次很遗憾，没
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对自己的导师
张蕊说：“我还有3个学生，就要拜托给老师了。”
他对博士生王洋洋说：“老师对不起你，不要怨
我。”……9月18日19时56分，带着未了的心愿
和对学生们无限的依恋，谢盛纹离开了人世。他
的妻子说，那一刻，屋外正下着小雨。

从深秋到初冬，采访中，许多人描述了他们
心中的谢盛纹。谢盛纹对于我们，也逐渐由模
糊变得清晰，由陌生变得熟悉……

爱生如子——传道授业解惑，
他把老师不仅仅当成职业，更当作
一生的追求

秋临大地，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到来了，而谢
盛纹的肺癌细胞发生了脑转移，眼睛看不清，头
晕、呕吐，说句话都费力。看到他的博士生王清
来了，他打起精神，脱口就问：“你的论文怎么样
了？”“还有几个地方不太清楚。”谢盛纹立刻要
学生读论文给他听，晦涩难懂的博士论文，一字
一字地涌向这位孱弱的老师。一旁的妻子看不
下去，嗔怪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改什么论文？”
学生不好意思，停了口，被谢盛纹呵斥：“继续，
听我的！”

9月10日，教师节。几个同门的师兄妹相约
一起去看老师，谢盛纹一一过问每个学生的情
况。听到研究生廖佳有考博的想法，他马上拿出
手机，帮忙联系导师。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没

接。“他一定是没听到，一会肯定打过来的。”谢盛
纹抱着手机一直舍不得放下，生怕错过对方的回
电。学生们要走了，他极为歉意地说：“这次我就
不留你们吃饭了，一定要注意身体。”

谢盛纹妻子告诉记者，大家走后，谢盛纹眼
睛贴着手机屏幕，花了一个多小时编发了一条
短信推荐学生。短信发出后，谢盛纹一身汗，躺
在床上半天不能动弹。

这是 2016年 2月，正在医院接受化疗的谢
盛纹忽然接到学院的电话，15 级研究生刘宁
宁没有到校。拔掉针头，谢盛纹就往学校赶，
得知她要退学后，他立即给远在河南老家的刘
宁宁打电话，苦口婆心地劝说：“你能走到今天
不容易，有什么难处告诉老师，我一定帮你。”
几经周转，在谢盛纹的反复关心下，刘宁宁重新
回到校园。

人们常说，恩师如父。在谢盛纹身上，我们
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爱生如子，什么叫师德高尚。

最近公布的江西省优秀学位论文名单里，
谢盛纹的两名学生入选，实属不易。他总是毫
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学生，传授他
们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每周主持门下的学
生举行一次文献汇报会，要求大家在一周内检
索一篇国外的研究论文阅读，制作PPT，进行汇
报，他再逐一点评。“通过这样的汇报会，我了解
了业内最前沿的知识，培养了英文阅读能力，还
锻炼了语言表达，受益匪浅。”谢盛纹的学生陈
黄悦说。

对自己的学生，籍贯哪里，爱好什么，特长
有哪些，甚至什么口味，谢盛纹心里都有一本
账。他清楚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
因材施教。他的学生，无论是搞研究、考公务
员、就业，在同批学生中都属佼佼者。

“每次发给老师的论文，他都看得很仔细，
连一个标点错误，都会被修改过来。”“无论多
晚，只要发短信请教老师，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回复。”“老师告诉我，如果做不出数据，情愿放
弃，也不能造假。”“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总想
找老师聊聊”……悲痛中的学生们纷纷诉说，那
些有关谢盛纹平常而又难忘的往事仿佛就发生
在昨天，但正是这一件件小事，潜移默化地让学
生们明白了治学、做人的道理。

科研达人——士不可不弘毅，
他把科研作为执著追求，更当作生
命的一部分

江西财经大学北区综合楼409室，这是谢盛
纹生前的办公室。照片上，谢盛纹高瘦儒雅，嘴
角微微上扬，四方脸庞上闪烁着执著的目光——
看得出，这是一个心里藏着一团火的人。

“会计学是什么，需要读博士吗？”15年前，
谢盛纹刚拿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录取通知
书时，父亲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直白又朴实的
问题。为此，谢盛纹一直苦苦思索，探寻答案。

10年后，谢盛纹完成了财政部“首期全国会
计领军人才（学术类）”全部培训项目。项目总结
时，他找到了给父亲的答案：“担负重任，关注国
际经济形势、关心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和发展
思路，保证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谢盛纹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会计学的科学
研究中，先后参与出版译著《审计与保证服务：
整合方法》，主持完成江西省社科规划办课题和
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编教材《审
计学》……他以平均每年在核心、权威期刊发表
5 至 6 篇学术论文、出版 1 至 2 部学术专著（译
著）和为不同层次学生讲授3至4门专业课程的
节奏，走上了自己的学术巅峰，他本人也晋升为
博士生导师、教授，入选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
程”，身兼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中
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会副秘书长，迅速成为
享誉全国的学界青年才俊。 （下转A2版）

师魂大爱
——追记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谢盛纹

本报记者 郑 颖

10月的一个周末，家住九江市湖滨小区的市
民宋文带着孙子来到市图书馆借阅图书，顺便领
取即将在文化馆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戏台》入
场券。能在家门口欣赏到高水平的专业表演，宋
文感到很开心。这个镜头，是九江市全力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一个缩影。

2015年底，九江市取得创建第三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资格后，按照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把创建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贯彻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的基本原则，紧贴实际，科学谋划，精心组织，狠
抓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化、均等化、标准
化、便捷化水平明显提升，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九江市级重点工程投入空前，先后

投入 15亿元建成市博物馆、文化馆（文化艺术
中心）、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投入近 5亿元
新建周敦颐纪念馆、九江租界博物馆、琵琶亭公
园、非遗展示馆，改造提升市图书馆、市民俗博
物馆等文化设施；县区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先后
投入近40亿元，建有15家文化馆、15家图书馆、
19家博物馆（纪念馆）、10家美术馆和40家数字
影院；基层文化场所日趋完备，全市227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达标率为 80%，2016个村级文化活
动中心达标率为64%。

基础设施的完善，文化场所的增多，设备功

能的齐备，不仅提升了文化设施的层次，也为人
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推出新品牌
九江市着力培育富有地域特色的“书法之

乡”“剪纸之乡”“诗词之乡”，全市 13个县（市、
区）普遍实施了采茶戏、剪纸、戏曲、书法、诗词
普及工程；注重培育文化品牌，以深入实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八个一”文化亲民
工程提升“寻庐”文化品牌，以开展“文化九江·
书香寻庐”系列活动提升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以
推进“百姓大舞台、大家一起来”广场文化活动
提升“魅力九江文化广场”品牌，以深化“百姓剧
场·雅俗共赏”文化活动提升“七彩九江”文化演
艺品牌。 （下转A2版）

繁花知时节 文化古江州
——九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纪实

罗民利 吴宏雁 本报记者 练 炼

近日，上高县塔下妇女剪纸协会的妇女正在创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剪纸作
品。据悉，该协会创作的剪纸作品在淘宝上很受欢迎，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同时提高了
家庭收入。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剪纸作品美
淘宝网上俏

本报讯（记者张武明）11月26日，省委书记鹿心
社、省长刘奇在南昌会见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裘援平、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会长蒋为民等前来出席
第八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联席会的嘉宾。

省领导毛伟明、殷美根参加会见。
鹿心社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出席“海专会”的

嘉宾表示欢迎。他指出，在国侨办的大力推动下，
“华赣会”成为江西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平
台，南昌红谷滩“侨梦苑”成为全省侨商产业集聚
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基地。第八届海外华侨华人专
业协会会长联席会作为第三届“华赣会”的专场活
动在江西召开，必将进一步推动双向互动，开创江
西与海外华侨华人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鹿心社指出，江西正处于加快发展、创新发展
的关键时期。对江西来说，核心是发展，关键靠创

新，根本在人才。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十九
大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要求，始终秉承“人才是第
一资源”的理念，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实
施人才强省战略，着力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人才
高地。希望各位嘉宾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海外智
力优势，积极推介江西，引导更多海外华侨华人来
江西创新创业，为江西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裘援平表示，近年来，江西的发展成绩亮眼，引
人瞩目。国侨办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海
外华侨华人走进江西、了解江西，推动海外华侨华
人到江西创新创业，助力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建设。

蒋为民表示，江西蓬勃发展的态势，增强了大
家进一步了解江西、融入江西发展的信心。广大
海外华侨华人愿意更多推介江西，在江西寻找创
新创业机会，为江西的发展贡献力量。

鹿心社刘奇会见
裘援平等出席“海专会”嘉宾

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

（详见B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