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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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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月11日，省委书记鹿心社在瑞金市拔英
乡邱坑村下横小组走访慰问优抚病退人员刘世林。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新华社成都 2 月 12 日电 （记者李宣
良、李国利）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
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10 日来到驻四川部队某
基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慰问
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
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
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加
快创新发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2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风送暖，处
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午 4时许，习近平来
到某基地发射场。他一下车，就前往发射工
位。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伫立，十分壮观。
习近平边听介绍，边看发射场布局说明图，详
细了解发射场结构功能，不时询问有关问
题。工作人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功能齐全，
可以发射多种型号火箭和航天器，创造了我
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习近平点头称赞。不
远处的二号发射工位已执行数十次发射任
务，按计划将于近日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北斗三号卫星发射任
务准备情况，特意来到这里看望大家。看到
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全体起立，报以
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工位上的官兵一一握
手，同科技人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每名同志
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到大家扎根山
沟、献身航天，取得多项发明专利，习近平露
出赞许的目光。习近平了解了卫星发射准备
工作，叮嘱大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确
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分牵
挂，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部队，向官兵及
其家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拍打着礁石，溅
起浪花朵朵。习近平同西沙某测控点官兵
通话，海岛环境能不能适应，过年准备得怎
么样……习近平问得很具体。得知岛上驻
防条件比较完善，春节期间安排了包饺子、卡
拉OK、棋牌和球类比赛，习近平很高兴，叮
嘱要安排好节日期间战士们的生活，让大家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滨海某发射测试站
椰风习习，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在发射塔架下
列队集结，通过视频向习主席拜年。习近平
向他们表示感谢，勉励他们牢记肩负使命，锐
意改革创新，争取更大成绩。

离开指挥大厅，习近平来到一处技术厂
房，通过展板详细了解基地发展历程情况，对
基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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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静）2月12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中共江西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
委原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王昭荣同志送别仪式在南昌
市殡仪馆举行。王昭荣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凌晨 2 时 10 分在
南昌逝世，享年88岁。

王昭荣同志逝世后，习近平、陈希、
朱镕基、曾庆红、吴官正等分别以不同
形式表示哀悼或送花圈，对其家属表示

深切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江西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委有关部门、省直
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王昭荣同
志工作过的鹰潭市、上饶市、抚州市以
及王昭荣同志的家乡吉林省松原市发
来唁电或送花圈。

鹿心社、刘奇、姚增科、赵爱明、毛伟
明、尹建业、殷美根、刘捷、赵力平、杨笑祥
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
法院、省检察院领导送花圈。（下转A2版）

王昭荣同志送别仪式在昌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冬明）2月12日，江
西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省
长刘奇主持并讲话。他强调，我们要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引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高政治
站位、狠抓工作落实，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助推长
江经济带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省领导毛伟明、张勇出席并发言。
刘奇肯定了我省加快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以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首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我们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理念，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契
机，不断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着力以“三
水共治”为重点，狠抓长江支流水质和沿
江污染治理，推动长江岸线有序利用，加
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切实保护治理好
流域生态环境，不断筑牢长江生态屏障，
努力打造长江“最美岸线”。要加快完善
综合交通体系，打造好九江江海直达区

域性航运中心，加快打通一批对接长江
经济带和周边省份的通道，建设好一批
综合交通枢纽，强化互联互通的交通支
撑。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
创新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进长江经济带九江绿色发展示范
区建设，打造集聚度高、区域竞争力强的
现代产业走廊，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迈
向中高端。要深入推进区域互动合作，
加强省际协商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加快“走出去”步伐，着力推进
开放平台建设，积极打造内陆双向开放
新高地。

刘奇要求，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积
极对标，细化工作任务，争取有更多重大
政策、平台项目等纳入国家层面统筹支
持；要加强联动，形成上下一盘棋，及时
协调推进重大项目、重大事项进展；要完
善机制，凝聚全省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广泛共识，确保各项工
作落地见效。

会议传达了国家关于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工作会议暨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
精神，听取了我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审议了《2018 年
江西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
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刘奇在江西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狠抓工作落实
坚持生态优先加快绿色发展

破发展之羁，纾民生之困，谋奋
进之局，始终是江西全面深化改革
一往无前的不竭动力。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我
省改革进入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密集施工期。省委、省政府带领全
省人民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时不我
待的压力、舍我其谁的担当，踏进改
革深水区击楫勇进。

这一年，江西改革纵深推进、攻
坚克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
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改革、赣江新区综合改
革、农业农村改革、扶贫领域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和纪检体制改革等重
大改革亮点纷呈，一项又一项改革
举措落地生根，一个又一个改革品
牌越叫越响。

涉激流、越险滩。如今的江西，
已经站在全面深化改革、激荡建设
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澎湃动力
的历史新起点上。

科学统筹，纵深推进
改革有力有序

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刻录并
印证着省委推动改革的坚定性和主
动性：

2017年1月3日，元旦后上班第
一天，召开省委深改组第十次会议，

以深化改革拉开新的一年工作序
幕；2月 4日，农历新年上班第二天，
又召开省委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
推进全年改革各项工作抓早抓实。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11月 13日
召开省委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12
月15日又召开十四届省委深改组第
十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
策部署，认真谋划、纵深推进我省全
面深化改革工作。

这一年，省委深改组提高站位，
对标中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
改革旗帜，坚持改革方向，以强烈的
责任担当，统筹改革方案制定和改
革举措落实，推动全省改革蹄疾步
稳，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不抢
跑、不偏向、不漏项。全年共召开 9
次会议，审议了52个重要改革文件，
领导小组工作要点部署的 147项重
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这一年，省委深改组成员亲力
亲为、以上率下。制定出台《省委
深改组成员 2017 年领衔推进落实
重大改革项目实施方案》，省委书
记鹿心社领衔“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改革项目，省
长刘奇领衔“深化放管服改革”项
目，以“头雁”抓部署、抓推进、抓落

实，对全省推进改革落实起到良好
的示范带动作用。省委深改组其他
成员也深耕自己的“改革责任田”，
推动改革落实。在省领导的示范带
动下，各级党委深改组成员都领衔
抓重大改革项目，既当改革促进派，
又当改革实干家，形成了亲力亲为
抓改革的浓厚氛围。

这一年，我省在推进改革落实
上立规矩、建机制。制定了《省委深
改组2017年督察计划》，对已出台的
重大改革方案排队督察，就河湖管
护体制机制创新、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等三项重点改革开展了专项督
察，对部分省直改革牵头部门和设
区市一把手抓改革情况进行专项督
察，下发《关于全省各地各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抓改革落实存在问题的通
报》，列举了四类27种“抓改革不实”
现象，要求各地各部门对照检查整
改。修订了《江西省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分类考核评价办法》，把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正式纳入2017年市县科
学发展综合考评和省直单位绩效管
理考核。

深耕细作，各领域
改革落实见效

全面深化改革，触及经济、生态、
农业农村、民主法制、文化、社会、党
建、纪检等多个领域，头绪多、任务
重。我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效果导向，扭住重点、盯住难点，分
类施策、攻坚突破，改革形成整体推
进、善作善成的良好态势，以劈波斩
浪之势向前奋进。 （下转A2版）

本报讯 （记者宋茜、郁
鑫鹏）2月12日，江西报业传
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
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揭牌成立。两家传媒集团的
成立，是贯彻省委、省政府发
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
决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迈
出的重要一步。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文化体
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赵力平
出席揭牌仪式。

新组建的江西报业传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省属国
有独资文化企业，与江西日
报社按照“一个党委、两个机
构、一体化运行”的原则，实
现采编与经营两分开。江西
日报社作为公益二类事业法
人单位，继续履行党报的新
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职能。集
团公司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的要求，主要做好产业经营，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壮
大综合实力，增强我省党报
舆论主阵地的传播力、引导
力、公信力、影响力，提供强
大坚实的经济支撑。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实现从单一
媒体集团向全媒体综合信息
服务商、文化产业战略投资
者的转型；综合实力不断攀
升，在全国省级党报集团排
名位次前移，努力构建立体
传播格局，建设成为新型现
代传媒集团。

新组建的江西广电传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将实行

“一个党委、两个机构、一体化运行”的组织架
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两个效益相统一的原
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市场主体地位，做
强主业，扩大影响，全面提升治理水平和运行效
率，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高质量的发展，
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生力军，为文化强省战
略目标的实现输出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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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夺隘再进发
——我省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综述

本报记者 张武明

本报讯 （记者刘勇）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2月
11日至 12日，省委书记鹿心社深入瑞金市、宁都县走
访慰问贫困群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贫困群
众致以新春祝福。他强调，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引，我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进入了最后决胜阶段。幸福在招手，胜利在前
方，全省广大贫困群众要坚定信心、奋力拼搏，跟着党
和政府走，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力摘掉贫困帽，昂扬走
上致富路，与全省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陪同。
瑞金市是鹿心社挂点贫困县。每次来走访慰问，

他的要求始终不变：去最边远的村，访最困难的户。汽
车一头扎进了崇山峻岭中，沿着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
行驶了 1小时 40多分钟，来到了赣闽交界的拔英乡邱
坑村下横组。

年关将至，小山村弥漫着迎春的喜庆，家家户户在
打黄米果、炸豆腐。鹿心社走进一户户农家，问问一年
收入有多少，看看年货备得怎么样，听听对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还有哪些意见建议。在优抚对象刘世林
家，鹿心社细心地打开冰箱，看到满满都是“硬菜”，他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村里有哪些变化”“还有什么
不满意的”……同坐一条板凳，鹿心社与刘世林深入交
流。54岁的谢发秀一个人拉扯大孩子，去年在党和政
府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脱贫。鹿心社为
谢发秀的坚强和勤劳点赞。他勉励谢发秀的儿子刘华
林：好好学习、努力奋斗，明年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
孝敬母亲、回报社会。

脱贫攻坚工作凝聚着乡村干部的心血与汗水。
鹿心社来到村部亲切看望慰问辛勤工作的驻村扶贫
干部。听说在村组工作时干部们都是住农家、吃派饭，
他给予肯定：这是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好传统，有利于
了解实情、增进感情，应该坚持下去。鹿心社说，通过
你们的努力，村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群众生产生活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们的工作是有历史性意义的，
村民们不会忘记你们，党和政府感谢你们。

鹿心社还来到拔英乡敬老院看望慰问生活在这里
的老人们。走进一个个房间，鹿心社都要摸摸床上的
被子厚不厚，看看老人们身上穿得暖不暖。他来到敬
老院厨房，察看节日期间为老人们准备了哪些菜。他
叮嘱敬老院负责同志，现在硬件设施好了，更要把服务
提升上去，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小 组、源头村中田迳组是
全省 68 个最贫困自然村组中的两个。穿圩镇、翻山
岭，鹿心社来到了这两个位于宁都、兴国交界处的小
山村。在贫困户王友群家，鹿心社和主人一起算着
收入。反复核算，王友群还是说不清自己一年有多
少钱。 （下转A2版）

鹿心社在瑞金市宁都县走访慰问时勉励广大贫困群众

跟着党和政府走 撸起袖子加油干
奋力摘掉贫困帽 昂扬走上致富路

2月 12日下午一点多，走访慰问贫困群众后，省
委书记鹿心社在宁都县蔡江乡政府食堂草草吃过午
饭，把记者叫到一边：我们回去的路上随机找地方看
看，你负责记录情况。

车子沿着昌宁高速来到了永丰县，驶入一条村
道，向着山的深处奔去。中途，走错了几条道，折转
了几次车，来到了导航地图显示为永丰县藤田镇城
上村小坑组的小山村。

这已是车道的尽头。鹿心社下了车，径直走到
一户山石垒砌的房子前。村民黄宗仁正蹲在地上收
藏荸荠种，以备开春种植。看到有陌生客人来访，他
站起来寒暄。

交谈中得知，黄宗仁有位 70多岁的哥哥叫黄宗
云，腿脚不便，十多年来都是由他照料，一家人日子
过得拮据。鹿心社很是关切，他请黄宗仁带路，来到
了黄宗云的病床前。看到老人脸色尚好，也能交流，
鹿心社放了心。他给老人送上了慰问金。

老人有没有生活保障，鹿心社十分牵挂。他拿
着黄宗云的低保证、存折明细，一年年看，一月月算，
叮嘱随行的省民政厅负责同志，像黄宗云这样的情

况，要按规定、察实情，应保尽保、应帮尽帮。
“村里来了省委书记”，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纷

纷来到黄宗仁家，争相向鹿心社诉说着村里的情况。
“你们能带我走几户村里最困难的人家吗？”鹿心社

的话得到了热切回应，老乡们带着他走家串户。
村民陈九娇正在房门前洗头，丈夫黄宗信从煤

矿失业回来后，一有空就上山“找点钱”。鹿心社来
到屋内，看到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他神情凝重。拿
着陈九娇找来的低保存折，鹿心社边核对着收入，边
问陈九娇家里的情况。听到一家没有等靠要，正努
力奋斗摆脱困难时，鹿心社紧锁的眉头打开了，鼓励
说：“党和政府会加大对你们家的帮扶，你们一定要
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战胜目前的困难，把日子过好，
把儿女抚养好、教育好。”

鹿心社还走访慰问了黄清辈等几户村民，让记者
等随行工作人员把情况一一记录好。随后，他驱车来
到了城上村村部，与镇村干部一起分析这几户人家的
困难，要求他们努力帮着解决。鹿心社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要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把脱贫攻
坚工作做好，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个群众。”

小山村来了省委书记
本报记者 刘 勇

石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