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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攻坚“净化”行动

本报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
汪勤）今年以来，新余市仙女湖区欧里镇
以建设美丽新余“后花园”为目标，结合

“拆三房，建三园”工作，对全镇环境卫生
进行重点整治，拆除“三房”（危旧房、违
章房、空心房）17万余平方米，并由镇城
管中队分片督导、协助各村委整治房前
屋后乱堆乱放乱占，清扫河边、沟边、树
边、围墙边、池塘边等“五边”卫生。

孔目江是新余城区主要饮用水源
地，地处孔目江上游
的欧里镇曾因矿产
资源开采、畜禽养殖
等 造 成 严 重 污 染 。

今年镇村干部上下齐心，乡贤党员率先
垂范，热心群众大力支持，现在欧里镇
13 个行政村房前屋后堆放的煤渣、农
具，换成了栅栏、篱笆、仿木围栏，种起
了芝麻、橘树、草坪，不仅高效利用了土
地，美化了村容村貌，还为村民带来了
收益。同时各村的“三园”（果园、菜园、
花园）建设还与乡村“一村一品”相结
合，呈现出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生态种
植有声有色的景象。

欧里镇拆“三房”美化环境11月13日，南丰县琴城镇水南村村民跳起傩舞庆丰收。当前，橘香袭人，正
是南丰最美时节。该县依托70万亩南丰蜜橘这一产业优势和特色景观，打造以

“橘园游”为主的生态休闲旅游，已成为我省旅游业态的一大亮点。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跳起傩舞庆丰收

漫步于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丽景路
“三风”主题公园，一股浓郁的“三风”气息
扑面而来：绵延曲折的木质长廊、姹紫嫣
红的花镜植物、四季常绿的香樟树林、美
观贴心的城市家具，以及“三风”文化景
墙，让市民徜徉于“三风”文化氛围之中，
在休闲娱乐之时享受文化的熏陶。

“‘三风’主题公园的选址，是按照
‘美丽南昌·幸福家园’环境综合整治
‘绿改彩’工作要求，结合该路段周边配
套设施齐全、人流量大的特征，将公共
绿化区进行提升改造，打造了集花镜
区、健身区、休闲娱乐区、植物科普区
（定期更新）为一体的‘三风’主题公园，
提升改造面积约 800平方米，让这里成
为周边学校师生科普知识、居民休闲、
老年人健身的打卡盛地。”沙井街道行
政负责人李丹如是说。

主题公园只是沙井街道推进文化
传承、培育“三风”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沙井街道将“三风”工作融入文明
创建，持续推进多元化阵地建设，先后
在翠林支路、丽景路、卫东花园二期、红
谷凯旋社区、红谷世纪花园、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等地打造“三风”示范项目，让

“三风”文化吹遍中心城区，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入眼入脑入心。

立德铸魂，培育良好家风

如何创新传统宣传教育形式，让基

层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要
我做到”变为“我要做到”？沙井街道积
极探索新办法、新举措，以价值引领立
德铸魂，培育良好家风。

在卫东花园二期休闲广场，一条极
具古韵的“三风”长廊集中向本土村
（居）民展示了各大姓氏家规家训。提
升改造后的楼道文化漫画，有的是憨态
可掬的孩童绑扎风筝，尽情玩耍；有的
是一家人阖家团圆，其乐融融。潜移默
化增强村（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在世纪中央城社区，宣传栏、草地、
庭院、网格、楼栋等地，随处弥漫着“廉”
文化气息。“‘在廉洁文明家风 党员干
部示范’的背景下，我们通过设立孝悌
园，对典型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进行
集中展示，用身边人感染人，以良好家
风孕育淳朴民风，匡正社风”沙井街道
党工委书记陈挺表示。

今年以来，沙井街道广泛开展“传
承良好家风家训，弘扬家庭美德”“家风
家训伴我成长”“我的家风故事”“最美
家庭”“美德少年”“三风”榜样人物等征
集评选活动，动员广大家庭晒家规家
训、谈文明家风、展家庭风采，共征集

“我的家风故事”307篇。

厚德载物，孕育淳朴民风

今年 3 月，沙井街道按照“1 中心+

33 志愿服务站点”建设思路，在鹿璟名
居社区成立志愿服务集散中心，构建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的治
理体系，联合 4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建立
起学雷锋、学党员、结对帮扶等 70余支
志愿服务队伍，提供文明引导、公益课
堂、义务劳动等志愿服务项目 20余个。
目前，中心志愿者人数达200余人，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已达1万多小时。

在“三风”建设中，沙井街道大力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以“最美
商户、最美志愿者、最美基层服务者、身
边好人、道德模范”等为主体的典型人
物，开展“我们的节日——三风进万家”
等系列活动 107场，涌现了一批引领文
明新风的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

在世纪中央城同样有一个爱心团
体叫“姐妹帮帮团”，成员已从最初的十
几名热心公益的妇女壮大到如今 40多
人的团队，从被帮助到帮助他人，不辞
辛劳，累计帮扶居民达 500余人次。“夫
妻和睦、教子有方、孝老爱亲、勤俭持
家、邻里互助”已经成为辖区的一道亮
丽风景。

崇德善治，滋育文明社风

“同学们，你们知道江西历史十大名
人吗？”“我知道！有陶渊明、欧阳修、王
安石、朱熹……”沙井街道综合文化活动
中心常常传来孩子们稚嫩的求知声。江

西十大历史名人、科学人物、“八一起义”
等内容在这里得到集中展示。一个个生
动的故事，从不同领域诠释着江西文化，
让这里成为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基
因的青少年教育阵地。

不仅如此，沙井街道在社会治理、
弘扬社会正能量方面创新举措，通过成
立68个特设党小组，将党小组与网格管
理相结合，组建起治安巡逻、义务维修、
法律援助、文体活动等多元化的党小组
队伍,让党小组分布在各个领域。在党
员的示范带动下，各项活动更显活力和
魅力，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随着“三风”活动向纵深开展，崇德
向善之风遍吹沙井背街小巷：暴雨中坚
守 5 小时“人肉窨井警示桩”成最美风
景的环卫工人涂爱凤；丽景社区 48 年
悉心照顾公公的阙小玲；丰和社区与患
癌丈夫相濡以沫的刘九妹；万达星城社
区 11 年如一日开展义务巡逻，将生死
置之度外，只为保障业主利益的“管家
婆”万有联；江信花园社区情系家国安
危，一腔热血从警为民的帅玉根；沙井
社区照顾重病丈夫、老年痴呆婆婆，居
民眼里的好媳妇 90 后余娜娜；世纪中
央城社区志愿活动从不缺席的全国“最
美家庭”代表吴春花；楼宇党群服务中
心 18 年来参与志愿服务 1.1 万余小时
的中国好人胡剑锋等典型人物事迹广
为传播。 （胡贤辉 袁淑珍）

一步一芬芳 一城一文化
——沙井街道“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主题活动纪实

今年以来，南昌县塔城乡多举措抓
好信访维稳工作，通过部门联动、村际
联调等多种形式调处群众矛盾纠纷，将
矛盾纠纷及时化解于萌芽状态。

对待信访维稳工作，塔城乡做到有
安排、有部署、有内容、有成效。该乡将
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的化解处置纳入
党政班子联席会的议程之一。在每月
召开的一次乡级矛排例会上，对当前形
势进行现场分析、动态研判，加强乡与

村、村与村、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层
级联动。同时，乡、村两级干部对待每
起纠纷均做到真诚化解、真情帮扶，他
们充分利用“民情连心桥”驻点日活动，
蹲点干部包干到村、蹲点到户，将矛盾
化解于初。据统计，截至目前，该乡今
年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50 余起，调处
化解50余起，调处率达100%，所有矛盾
纠纷均得到及时妥善化解，真正做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喻雪钢）

塔城乡积极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萍乡广场舞亮相央视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作为“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广场舞北京
集中展演节目之一，《最好的舞台》11
月 17 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
出，该节目由萍乡市安源区星梦广场
舞队32名年轻队员表演。

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由中宣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于今年
6月启动。在10月举行的全国广场舞
展演活动江西省集中展演活动中，

《最好的舞台》获全省第一名。

11月19日，南昌市西湖区十字街街道邀请民主党派医疗专家，在鑫印社区开
展义诊活动。 通讯员 熊 萍摄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今年以
来，鹰潭高新区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重
点信访人员、重点信访群体、重信访点
问题和重点信访领域，层层压实责任，
营造法治环境，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提
升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的总体效果和
综合效应。

鹰潭高新区坚持动态摸排与定期
摸排相结合，交办案件和自立案件相融
合，化解存量和控制增量相统一，切实
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机制，逐件

建立台账，落实包案领导、责任单位、责
任人、解决措施、化解时限，形成责任清
单，确保每一个重点问题都能措施到
位、督查到位、化解到位。同时，明确业
务流程，确保精准操作，避免因工作失
误影响进度、陷入被动；对信访群众开
展常态化宣传，大力营造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环境，为实现阳光信访、责任信
访和法治信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截
至目前，全区 19 件突出信访问题，已成
功化解15件。

鹰潭高新区着力化解信访矛盾

“通往小学的路灯已有两个晚上
没亮，能不能去检查一下？”日前，宜春
市袁州区三阳镇蔺坊村村民易和连来
到“365 党员服务站”，反映路灯不亮的
问题。该服务站立即联系电工邹平生
实地检查，更换了灯泡，恢复了照明。

三阳镇将党建重心下沉到党小组，
通过设立“365 党员服务站”，实现党员
群众“零距离”互动。从今年 4 月起，该
镇在蔺坊、泉塘、石塘三个村建设首批

“365党员服务站”，并投入运行。
“365党员服务站”，即一年365天不

间断开展党员服务，既是服务党员的平
台，也是党员服务群众的平台，还是宣
讲党的政策、传播党的声音的平台。该

镇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党小组长家设立
“365 党员服务站”，为本小组党员设岗
定责。

据悉，“365党员服务站”抓住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等
热点问题，收集党员及群众意见建议和
诉求，实行台账管理，并通过本党小组党
员和社会力量一起帮助解决，难以解决
的上报村党支部或镇党委协调解决。

“365 党员服务站”实行党小组、村
支部、镇党委三级联动，方便镇党委及
时倾听基层声音，掌握基层动态。该镇
还评选表彰优秀“365党员服务站”，提
高优秀党小组长的政治待遇，激活党组
织的活力。

“小站点”服务“大民生”
本报记者 邹海斌

全省78531人
报考研究生

本报讯（记者骆辉）记者11月21
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省2019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已经
结束。经过网上预报名、网上报名和
现场确认，全省11个报名点共接纳报
考全国各招生单位硕士研究生的考
生78531人，比上一年的62910人增加
了15621人，增长24.83%。

报考人员中，全国统考生 63830
人，管理类联考考生10166人，法律硕
士联考考生 4535 人。报考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 71152 人，占 90.6%；报考非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379人，占9.4%。

本报瑞金讯（记者龚艳平）11月21
日，记者获悉，瑞金市红色实景演艺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力争明年5月1日前完
成建设并对外营业。

据悉，瑞金市红色实景演艺项目用
地面积约 550 亩，采用创新型真枪实弹
实景，再现当年革命战争场景。同时针

对红色教育培训及红色研学旅游市场，
打造“长征”“唱红色歌谣”“八子参军”
等演艺项目，建设农耕体验区、培训拓
展区、红军餐厅、购物中心、夜景灯光秀
等旅游业态，并完善停车场、旅游接待
中心、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按照国家
4A级景区标准打造。

瑞金建红色实景演艺项目

“只要真心干事，即使身在偏远乡
镇，组织也能注意到。”此前在吉安县油
田镇任党委副书记的肖将远分管脱贫
攻坚工作，他因地制宜发展黑木耳产
业，全镇推广种植面积 3000余亩，年产
值近亿元，仅此一项带动全镇 1296 名
贫困户年均增收 600元。今年，肖将远
被提拔为指阳乡人大主席。

近年来，吉安县大力推行“能力在
一线培养、实绩在一线考察、用人在一
线选拔”一线选任机制，激励干部担当
实干，一批“肯干事、会干事、敢干事”优
秀干部脱颖而出，提拔到新的工作岗位
发挥聪明才智。

树导向，肯干事的干部上一线
2016年 4月，彭玉宁被吉安县委宣

传部委派到浬田镇高陂村担任扶贫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后，他一头扎进村
里，沉下身子，走遍全村 575户群众，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调解山地纠纷，争
取扶贫项目，提升村部办公条件和村级
卫生服务水平，组建特色产业合作社，
实现光伏发电产业全覆盖……600多个
日日夜夜，在彭玉宁的协调推动下，一
户户贫困家庭脱贫摘帽，一场场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他的付出得到了群众的肯定，也得

到了组织的认可，去年被提拔至副科级
岗位。

“通过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把那
些在一线岗位敢啃硬骨头、能打硬仗的
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那些担当实
干的干部出彩有位，才能真正在全县营
造出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吉安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闵赛珍介绍道。

经过脱贫攻坚这个大熔炉的锻造，
该县 180名一线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其
中第一书记 31 人。“重实干重实绩”用
人导向树立后，苦干实干在吉安县蔚然
成风。

筑平台，会干事的干部受锤炼
“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开阔了视

野，是我人生一次宝贵的经历。”聊起挂
职经历，官田乡乡长罗军记忆深刻，2015
年初，他被选派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挂职一年。外派干部挂职锻炼是吉安县
的传统。该县大力输送优秀干部到江苏
江阴、江宁，福建长乐等发达地区挂职，
促进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近年来，吉安县实施“年轻干部实

践锻炼工程”，通过挂职锻炼、外派历
练、一线磨练等方式，为担当实干的干
部提供广阔平台，让他们在实践中茁壮
成长。

项目一线作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矛盾纠纷的聚焦点，是培养和锻炼干部
的试验田。立讯产业园是该县引进建
设的一个重点项目，县委从敦厚镇和高
新区抽调 12名干部服务项目建设。为
保证企业如期投产，他们日夜兼程，连
续奋战，从动工建设到建成投产，仅用
时 3 个月。立讯公司董事长王来胜对
此点赞：“吉安县干部作风扎实，敢闯敢
干，在这里投资我们放心。”

注重结合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需要，吉安县量体裁衣制定相应的培
养锻炼计划，选派干部上派中直单位跟
班学习和外派发达地区挂职 19 人，选
派参加重大项目、重点工程一线工作锻
炼85人，让干部锻炼成才。

建机制，敢干事的干部有后盾
“决不能让干部吃苦受罪还要担心

追责。”吉安县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出台了《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实施意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明确予以容错免责的 6种情形，划出了
干事创业的“安全区”，让基层干部吃下
定心丸。深入开展全覆盖式的干部谈
心谈话，经常性、近距离、面对面接触干
部，打开心扉交流，为干部释疑解惑、加
油鼓劲。

破解晋升空间小的老大难问题，认
真落实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县发改委
主任科员兰兆义等 607 人因此打破窠
臼，享受到更高一层的职级待遇；开展

“三方面人员”选拔工作，34名优秀镇村
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出台《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落实第一
书记生活补贴，为驻村工作队成员购买
意外险；实施乡镇干部绩效考核，打破
平均分配惯性，实现“干好干坏不一
样”；提高村支部书记、主任、报账员工
资报酬，并全部纳入社保范围，提振村
干部精气神。

在一线考察机制激励下，吉安县掀
起干事创业新高潮，全县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经国家第三方严格评
估，吉安县成功实现脱贫摘帽，县委先
后五年获评全市“五好”县级班子，全
县连续七年获评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
评先进。

把能干事干部选出来
——吉安县一线选任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纪实

赵文权 陈小明 本报记者 曹小武

本报宜丰讯 （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
冯晖如）为整合和优化基层审查调查工
作力量，提高审查调查工作水平、质量
和效果，今年宜丰县出台了《宜丰县纪
委 监 委 纪 检 监 察 区 域 协 作 制 度（试
行）》。该项制度建立以来，共处置问题
线索6条，廉政约谈3人，诫勉谈话5人，
取得初步成效。

该县按照区域划分、优势互补、有利
工作的原则，将县纪委监委机关内设科
室、派驻纪检组、各乡镇（场）纪委整合划

分为四个纪检监察协作片区，由县纪委
监委协管纪检监察工作的班子成员担任
协作片区召集人，对口联系的纪检监察
室主任担任召集人助理。在县纪委监委
统一领导下，实现协作区内工作的力量
整合，异地协作，监督协同。该制度规
定，在纪检监察协作片区内，实行审查调
查统一协调指导，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抽
调片区内人员组成专门调查组，开展审
查调查工作。同时，实行问题线索统一
管理处置和调查结果统一集体决策。

宜丰建立纪检监察区域协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