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1月，从北京传来喜讯，地
处赣北修河南岸、坐落于国家4A级风景
名胜区庐山西海内的永修县柘林镇易家
河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评为“全国文明村镇”。易家河人笑了，
辛勤的汗水终于结出丰硕的成果。正是
立春时节，大地微微暖气吹，记者慕名来
到易家河村，探询他们的创建之路。易
家河村党委书记李智欣喜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易家河村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乡
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等
光荣称号。

开拓创新，探索“党建+富
民产业”新路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易家河村党
委充分挖掘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发挥党
组织引领、党员引带作用，闯出了一条

“党建+富民产业”新路子。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蓬勃发

展，该村有柑橘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
业、旅游协会等组织 13家（其中省级龙
头企业2家），家庭农场25家。村党委按

照“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强党
员教育管理、有利于发挥党员作用”的原
则，以“党旗引领合作社”活动为载体，通
过优化组织设置，及时在 4个条件成熟
的产业组织中成立党支部，实现了党的
工作向产业组织全覆盖。2017年，全村
仅柑橘产业就实现销售收入 7300 多万
元，带动周边县乡1200多户农民发展柑
橘产业。

与此同时，面对农产品市场竞争压力
不断增大等问题，易家河村党委一班人自
我加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产业，带领党员群众进行二次创
业。成立全市首家村级投资公司——易
家河村实业有限公司，引资3.2亿元兴建
了五星级温泉度假村，开发了峡谷漂流、
温泉、登山项目等旅游项目。2017 年，
接待游客达 11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
过 5 亿元，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2.8 万
元。

倾心服务，树立“民生就
是最大政绩”新理念

易家河村“两委”始终把服务民生、

群众满意作为最大的“政绩工程”，积极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为实现去“行政化”“机关化”目
标，村党委投入 10万元打造“便民服务
室”，实行村干部轮流坐班制，由县包
村工作队成员、镇蹲点干部和村干部
组建“连心”小分队，不定期深入村民
家中，帮助村民小组和村民理清发展
思路，把党和国家的强农惠民政策宣
传落实到农民手中。近两年来，该村
先后完成道路维修、饮水工程、水利
工程、新农村建设等民生实事 50 个，
资金超千万元。全村 98%农户家实现
通水泥路，80%的村民用上了干净的
自来水。

按照“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文明
建设”工作思路，该村深入持久地开展了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举办尊老爱幼
模范、好人榜、星级文明户、卫生清洁评
比等活动，建起 30平方米、藏书 6500余
册的农家书屋，成立 30人的广场舞队、
30人的木兰扇表演队、20人的腰鼓队、
20人的篮球队等文娱队伍，群众业余文
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实现了经济与文

明创建的协调发展。

扩大民主，建设“文明和
谐秀美”新农村

易家河村党委始终坚持党委领导
下的村民自治，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
用，让村民的事情自己办、村民的事务
自己管。

通过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完善“四
议两公开”等制度，凡村务重大活动、
重大事项决策之前，利用公开栏、网
络、微信平台对村务、党务、村民关注
度较高的热门事项及时公开，广泛听
取党员和村民的意见，成立民情理事
会，重大事项征求意见后再做决策，赢
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同时，
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在精准扶
贫、低保评议、工程招标、“三资”管理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全
村党员干部没有发生一起违法违纪情
况，未发生一起民事、刑事案件和重大
突发性事件，创造了安定祥和、安居乐
业的和谐环境。

新路子 新理念 新农村
——永修县易家河村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镇”纪实

周会淼 本报记者 练 炼

2月8日，成群的反嘴鹬在余干县大明湖湿地上空忽高忽低地盘旋，它们尽情地飞
翔着、鸣叫着，形成鄱阳湖区独特的鸟浪，就像是一支春天的舞曲。本报记者 涂序理摄春天的舞曲

虽在上海工作 10 余年，但同济大
学教授、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副主任熊
璐依旧心系家乡发展。2月 11日，作为
全国重点大学赣籍青年教师代表，熊璐
受邀参加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主办的
省外优秀赣鄱青年人才 2018年新春座
谈会。与他一道参会的还有来自北大、
清华等全国 34所重点高校的赣籍青年
教师，学生代表，返乡选调生及创业就
业优秀青年代表共130余人。

“作为生在江西、长在江西、家人朋
友都在江西的我们，小时候都有让家乡
变得更好的愿望，这是我们的初心”“江
西正在奋力崛起，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好
舞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青年
代表们你一言我一句，表达自己心中最
真挚的情感。同时，他们也在思考如何

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
近年来，江西经济稳中有进，文化

强省迈出坚实步伐。“文化繁荣可为经
济发展锦上添花。如何培育一批叫得
响的文化名人、文学名家，擦亮软实力
招牌是江西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
任谭五昌教授建议，多举措弘扬厚重博
大的赣鄱文化。

“近年来，江西紧紧扭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以创新引领发展。创新驱动
根本在人才。”中关村核心区研究中心
研究员文河根博士认为，吸引人才“凤
还巢”的关键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商人投资看重的是利益回报，人才看
重的是‘被尊重’。要完善知识产权运
用和保护机制，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

竞相迸发。”文河根说。
乡情浓浓，沁入心田。近 4个小时

的座谈会，青年代表们踊跃发言，意犹
未尽。会后，团省委组织部干部收集
了每位青年代表填写的“赣鄱青年人
才工作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涉及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就业方向、是否了解
江西人才政策等多个方面。“让在外拼
搏奋斗的青年齐聚一堂，不是听大家
闲话家常，而是有针对性地倾听青年
心声，为人才服务量体裁衣。我们将
把座谈会、问卷中的建议汇总，作为开
展人才服务工作的重要参考。”团省委
组织部部长罗铮说，希望用这样的方
式鼓舞赣籍青年的斗志，号召赣籍青
年不论在家乡还是在省外，都为江西
发展献计出力。

乡情浓浓
——省外优秀赣鄱青年人才新春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齐美煜

本报上饶讯 （记者龚艳平）2月 8
日，我省上饶、鹰潭、景德镇与安徽黄
山、浙江衢州、福建武夷山达成共识，
在上饶签订成立以上饶为核心的区域
城市旅游联盟——赣浙闽皖区域城市
优质旅游联盟。

赣浙闽皖区域城市优质旅游联盟
将以旅游协会作为纽带和连接，以联
盟和会员群为平台和形式，进行广泛
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共同繁荣区域旅

游发展。联盟会员将积极合作、密切
配合，共同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开发
特色旅游产品；共同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加强交流磋商，维护联盟品牌形
象；打破区域分割，打造各城市旅游景
区和项目互融合的旅游产品线路。联
盟成员推崇和倡导品质旅游、文明旅
游、快乐旅游，共同推出优良的旅游产
品，用细致周到的旅游服务，让游客在
旅行中收获真正的快乐。

赣浙闽皖区域城市优质旅游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郑颖 实习生邹南
青）2月7日，记者从全省环保局长会议
上获悉，我省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去年完成了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年度任务、“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任
务、“水十条”年度考核任务、“土十条”
刚性任务等，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面对去年1至4月不利气象条件和
不利开局，我省采取措施，紧急调度应
对。全省统调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机组
占 87%，所有统调火电机组全部配套建
设脱硫脱硝除尘设施，钢铁行业烧结机
实现全面脱硫，水泥熟料生产线全部建
成脱硝设施；基本完成石化行业VOCs

治理工作，淘汰燃煤小锅炉 451 台，完
成 1135个工地扬尘标准化治理。2017
年，全省 PM10 均值为 72.6 微克/立方
米，比 2013年下降 5.7%，完成了国家下
达的 73.2 微克/立方米的任务目标，空
气质量优良率83.3%。

针对去年 1 至 4 月部分国控断面
水质恶化降类和国务院“水十条”专项
督导组指出的问题，我省及时建立水
质通报制度，加大约谈力度，实行“日
督查、周调度、月通报”，去年全省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2%，高于年度
考核目标 12 个百分点；启动全省农用
地土壤详查，完成样品采集任务的
82%；完成土壤国控监测点位设置，编

制完成《江西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规划》，建立我省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库；建成江西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
1750 家企业上线运行；开建 7 个危险
废物处置项目；公布了首批 412家土壤
重点监管企业名单，23 个粮油大县制
定土壤环境保护方案。

我省加大中央环保督查问题的整
改力度，在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 61
个问题中，要求2017年整改到位30个，
实际完成 33个，完成率 110%。中央环
保督察组交办且情况属实的 914 件环
境信访件，已全部办结。同时，分两批
完成对新余、萍乡、九江和宜春、吉安、
鹰潭6个设区市的省级环保督察。

淘汰燃煤小锅炉451台

我省统调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机组占87%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近日，省
政府金融办、省财政厅、省公安厅联合
印发了《江西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
法》，设立“961555”全省统一非法集资
举报电话受理电话举报。

我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及早发
现非法集资案件线索，有效化解非法
集资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违
法犯罪，切实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
会稳定。《办法》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
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
法发行股票或公司、企业债券，擅自
发行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为非法集资
活动相关产品或服务作虚假宣传等
行为。

据悉，被举报的非法集资行为情
节较轻，不涉嫌犯罪的，给予举报人
1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奖励；被举报的
非法集资行为涉嫌犯罪的，给予举报
人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奖励；举报涉
案金额在 1亿元以上或者有较大影响
的大案要案的，在案件司法判决生效
后，再次给予举报人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一次性奖励。

江西出台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2月 9日，南
昌市公安局交管局发布了 2018 南昌市

“平安春运”交通安全公益歌曲，为群众
“平安出行，安全返乡”创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据悉，这些歌曲将通过全市的交通安
全平台及时进行广泛有效传播，让大家过
上一个红红火火、欢欢喜喜的平安年。

南昌“平安春运”公益歌曲发布

本报鄱阳讯 （记者宋海峰 通讯
员刘英才、孙京波）鄱阳县鄱阳湖渔政
局坚持以保护资源环境，维护渔业生
产秩序，确保渔区安全稳定为目标，以
问题为导向，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工作方针，强化渔政执法，强化部门
协作，强化刑事打击，渔业生产秩序
好。去年，该县救护放生中华鲟10条、
鲑鲑鱼 1条。该局继 2016年被评为全
国文明执法窗口单位和长江珠江流域
禁渔期执法管理先进集体之后，去年
又被评为农业部“亮剑 2017”系列渔政
专项执法行动先进集体。

春季禁渔是维护鄱阳湖渔业资
源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

去年的春季禁渔工作中，该局做到四
个结合：宣传教育与严厉打击相结
合，水上巡逻与岸上检查相结合，属
地管理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禁渔工作
与换发捕捞证相结合。春禁期间，该
局查处涉及非法捕捞案件 54起，取缔
销毁非法渔具 278 部，并首次启动了
刑事附带民事司法实践生态补偿活
动。同时，该局扎实开展了电捕鱼专
项整治工作，对电力捕鱼等非法捕捞
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露头就打。
去年，该局共查处电力捕捞船只 66
艘，取缔销毁各类非法渔具 400部，实
现了对电力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零
容忍。

鄱阳县强化渔政执法保护渔业资源
救护放生中华鲟10条、鲑鲑鱼1条

2018赣州新春国际灯会“亮灯”
本报赣州讯 （记者唐燕）为营造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氛围，弘扬赣南传统
文化，丰富广大市民节日文化生活，2月
8 日，2018 赣州新春国际灯会在赣州城
市中央公园举行盛大亮灯仪式。

据悉，本次灯会以“寻宋城味 过
客家年”为主题，融合现代科技和传统
技艺，采用“声、光、形、色、动”表现手
段，集客家文化、宋城文化、地域文化
于一体，构思巧妙、模式新颖、规模宏
大、观赏性强。灯会场设有迎客来、精
彩赣州、幸福橙乡、客家服饰、江南宋
城、天鹅之恋等 39 个主题灯组。灯会
将持续至 3 月 4 日，横跨小年、春节、元
宵等传统节庆。

本报信丰讯（通讯员刘滨、邱昊）2月
1日上午，大广高速信丰北互通正式通
车。在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现场，综
合楼地梁层台已浇捣……尽管是天气
寒冷，但是信丰县基础设施建设却如
火如荼。2017 年信丰县总投资 114 亿
余元，加速推进 24个基础设施攻坚战
项目建设。其中包括总投资5.6亿元的

国道 105 绕城改建工程，投资 5.1 亿元
的 S454 正平至龙源坝改建工程，投资
2.6亿元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以
及投资 1.05亿元的大广高速信丰北互
通项目等 8个重大项目。该县按照一
天一进展、一周一突破、一月大变样要
求，对每个项目制定了攻坚方案，实行
挂图作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信丰投百亿元建设基础设施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省文联、省
美术家协会、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赣
鄱情”江西名家慈善美术书法作品展，2
月 8日在省文联展厅开展，南昌百树教
育集团收藏了展出的 137 幅作品，并向
省文联捐赠 120 万元善款，用于省文联
对口帮扶的南城县浔溪乡太坪村的扶
贫工作。

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集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立意新颖，主题突
出，表达出对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
安康的美好祝愿。

江西名家慈善艺术作品展开展
120万元善款用于扶贫工作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张钊、谈杨
杨）2月6日，随着中铁上海工程局昌赣
客专CGZQ-5标 7号台座最后一方混
凝土入模，该标段制梁场箱梁预制成功
突破700榀。与此同时，沂江特大桥41
号与1号墩之间近900吨的32米箱梁稳
稳落下，至此项目部架梁完成第600孔
箱梁。该梁场制架梁稳步推进，为完成

昌赣铁路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悉，该标段主要承担771孔箱梁

的预制和架设任务，其中32米箱梁722
孔，24米箱梁49孔。目前，该制梁场全
面实施党员干部盯岗制度及班组长责
任制，参建员工克服各种艰苦条件，保
证各工序的有效衔接，确保3月份箱梁
预制全部完成。

昌赣客专CGZQ-5标制梁突破700榀

瑞州街道服务城市建设
本报高安讯 (通讯员熊九大）高安

市瑞州街道以“唱响高安品牌，打造锦绣
瑞州”为目标，深入推进“端正党风、严明
政风、引领民风”建设，生态环保整治、脱
贫攻坚、秀美新农村等重点工作成效显
著。

2017年，瑞州街道全力服从和服务
高安市中心城市建设大局，拆除 325 家
污染养殖场和36万平方米棚户区，拆除
40万平方米城市蓝棚绿帽，新瑞州敬老
院异地搬迁使用，高碧公路竣工通车，瑞
州农贸市场、中心幼儿园、西城公路项目
启动建设，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
战略，打造高安城市后花园。

2月5日，德兴市绕二镇花林村广财山，游客自驾前来红色小镇游玩。德兴
市利用存留的革命旧址资源，打造主题鲜明的红色小镇，带动了乡村旅游发
展。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
罗玉娟）2月11日，宜春110千伏城中变
电站送电成功，标志着全省首座室内双
层钢结构变电站正式竣工投运。该变
电站竣工投运，解决了宜春中心城区多
年用电“卡脖子”问题，为迎峰度寒和春
节用电提供了坚强保障。

宜春 110 千伏城中变电站是宜春
市重点民生工程，是宜春中心城区棚
户区改造配套工程。该变电站位于袁
州区学府路，全站总建筑面积 1574 平
方米，2017年 4月开工建设，新建 50兆

伏安主变压器 2台、110千伏出线 2回、
10千伏出线16回。

该工程采用智能组件整合技术
模式，模块化建设思路，全钢结构设
计；主变压器室各侧内墙面敷设吸
声板，外立面设置消声百叶窗，降低
主变压器对外界噪声环境影响。该
变电站竣工投运有效解决了袁州区
黄坡路棚户区改造用电负荷，可满
足宜春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用电负荷
增长需求，确保广大市民春节用电
无忧。

全省首座室内双层钢结构变电站投运

本报讯 （记者骆辉）记者 2月 10日
从省教育厅获悉，江西师范大学廖金宝
和南昌大学徐振江两位教师入选第十四
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名单。廖金
宝出生于1986年，从事环境与地球科学
研究；徐振江出生于 1985 年，从事生命
科学研究。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由中组部
牵头实施，旨在引进一批有潜力的海外
优秀青年人才。中央财政将给予入选者
每人 50 万元的生活补助，以及 3 年 100
万至 300 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其他工
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参照“千人计划”现有
政策执行。

我省新增两位国家
“千人计划”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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