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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钟金平）璀
璨花千树，芳菲四月天，长城脚下，妫水
河畔。4月29日上午9时，万众瞩目的北
京世园会正式开园。我省作为北京世园
会的参展省份，江西园也伴随着春天的
脚步精彩亮相，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北京世园会江西园以“匡庐秘境、世
外桃源”为主题，共有室外园、室内园两
个园区。室外园整体地势南高北低，面
积为3000平方米，通过瓷画山屏、假山、
外围丘陵、花田、草坪等构架地形，以池、
溪、湖、涧、潭等多样的水系形态以及水
声为线索，运用空间的变化构建多样的
空间体验，营造幻境、雅境、野境、乐境四
重意境，展现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园
区设置主次两个出入口，形成无障碍环
形观景线路，并在主入口巧妙布置了具
有鲜明江西特色的“生态绿”“杜鹃红”

“青花蓝”，展示绿色生态江西。

整个江西园以“杜鹃红”为主基色，
共展出136种花卉。进入江西园室外园，
除了“生态绿”“杜鹃红”之外，“吸睛”的
还有“青花蓝”。竖立在江西园门口的7
块瓷屏画吸引了参观的游客纷纷驻足。
据了解，这是由景德镇瓷板画名家用天
然钴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并罩以透
明釉，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一次性烧
制而成，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呈现
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显得明净素雅。

室内园位于中国馆内，120平方米的
展区造型雅致，以白鹿洞书院为设计蓝
本，以诗句、匾联结合盆景、奇石、书画等
元素，重点展示江西书院文化
的清雅、尚学之美；园内布局
均为“前院后堂”，采用大量江
西特色植物装点“前院”，按照
古代讲堂形式布置后堂。正
门巧妙地运用现场的“大立

柱”造景，将其装饰为一棵大香樟树，周
边摆放着井冈杜鹃，突出呈现“杜鹃红、
香樟绿”这一江西绿色生态的主题。同
时选用文人、墨客追捧的翠竹、兰花、菖
蒲、松榆类盆景等，打造出庭院深翠、采
花东篱、结庐人境的书院“雅趣”。

据了解，整个江西园，不管是室内园还
是室外园，突出“绿色生态”的江西特色，建
设风格更是体现工匠精神。在模拟陶渊明
生活环境的竹居中，竹木嵌瓷的楹联、大片
菊田花海、与竹林相依偎的“陶公醉酒”雕
塑、以南山为原型建设的假山和竹亭，再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4月29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正式开园，江西园迷人的风景、精彩的节目吸引游客前来欣赏。特派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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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书写新时代的荣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青年成长成才纪实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
一个重视青年的国家，未来充满希望。
一个接续奋斗的民族，前途无限光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

度，关心青年成长进步，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
前进方向，感召和激励广大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详见第 4版）

习近平分别同瑞士尼泊尔葡萄牙三国元首举行会谈
并分晤奥地利柬埔寨新加坡领导人

本报讯（记者刘勇）4月29日，省委书记刘奇
主持召开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坚持底
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提升能力水平，努力开
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富裕美丽
幸福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强保障。

易炼红、尹建业、赵力平、施小琳、吴亚非、
龚明洪出席。

刘奇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
石，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
全工作，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创

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指引我们推进国家安全
工作的基本纲领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贯彻
落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采取有力措施，做实做细工作，加快补齐短板，
坚决防范化解各种国家安全风险。

刘奇强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效防范
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有力捍卫党的长期执政地
位。要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持续加强理论武
装，抓好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互联网建设
和管理，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坚决
维护经济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千方

百计稳定经济增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妥善处
理地方政府债务，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要坚决维护社会安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
大打击犯罪力度，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刘奇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战略工程和
系统工程。要坚决贯彻《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
任制规定》，严格落实责任，完善运行机制，加强国
家安全能力建设，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
安全领导体系。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
育引导国安干部加强理论修养，坚定信仰信念，永
远忠诚于党，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
内行、绝对守纪律”的高素质国家安全队伍。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省委国安委工作规
则、办公室工作细则和2019年工作要点。

刘奇在主持召开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努力开创我省国安工作新局面
易炼红出席

本报讯（记者刘勇）“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到，4月29日，省
委书记刘奇走访慰问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代表，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指
出，高素质劳动者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希望全省广大劳
动者以奋进新时代的昂扬之姿，坚持创新创造、弘扬工匠精神，为
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磅礴力量。

省领导殷美根、赵力平、龚建华一同看望慰问。
上午9时许，正是江铃集团袁政海劳模创新工作室岗前集训

时间，全班组成员聚集在一起梳理即将开始的一天工作要点、难
点。刘奇与年轻的班组成员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慰问。全国
劳模袁政海介绍了自己的成长之路，刘奇听得很认真，为他点
赞。刘奇说，要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风尚，创造良好的成长和工作环境，培养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
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优秀产业工人队伍，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来到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刘奇看望慰问了“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邹德凤，听说由她倡导成立的志愿团队现在有1
万多人的规模，他给予肯定。刘奇说，我们评选劳动者先进，就
是要树立标杆和导向。要积极发挥好先进人物的示范带动作
用，引领全社会都来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爱岗敬业，团结
友爱，精益求精，乐于奉献，凝聚起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
西的强大正能量。

位于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街道的劳务超市里，近百名农民
工边看着电视，边等着活。刘奇来到他们中间一起拉家常，询问
在南昌生活务工情况。刘奇嘱咐大家，出门在外，父母牵挂、妻
儿担心，一定要时刻把安全记在心上，安全出行、安全工作。劳
务超市的一旁是西湖区农民工（散工）联合工会的办公场所，刘
奇走进去，详细了解工会的运行情况，要求工会为农民工维护权
益、保障健康、宣讲政策、关心生活，做农民工坚强的“娘家人”。

“五一”小长假又将迎来出行高峰，刘奇来到南昌火车站西
客站、南昌长途汽车西站看望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检查指导交
通安全保障工作。他先后来到两站的服务前台，向工作人员致
以问候。刘奇说，你们是窗口，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江西形象，要
以良好的状态笑迎八方宾客，展现好风采，为江西添彩。在长途
汽车西站，刘奇来到待发的客车边，向司机道一声辛苦。他说，乘
客登上车，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我们司机，一定要以强烈的
责任感把好方向盘、守好安全关。他叮嘱车站，要关心爱护司机等
一线职工，让他们时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确保安全出行。在西
客站运输指挥中心，刘奇详细了解了“五一”小长假的客流预计及
应对情况。看到车站、公安、客管、地铁等部门组成了联合应急保
障小组，刘奇给予肯定，他说，全省上下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强
化风险排查、强化预警研判、强化联合联动、强化应急处置，抓早抓
小、及时有效，让老百姓过一个温馨的“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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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冬明）4月29日，省长易炼红
来到省信访局接访、调研。他强调，信访是群众
表达诉求、反映意愿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信访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全面提升信访工作水平，把送上门来的群众
工作做实做好做到位，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来到视频接访室，易炼红通过全省信访视
频系统远程接访。萍乡市经开区圣淘沙小区业
主袁明辉反映经常性停水问题。易炼红耐心听
取他的诉求，督促当地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小区
居民用上干净水。他指出，要换位思考、设身处
地，举一反三、制定预案，依法依规、高质量高标

准解决好民生难题，让群众爽心开心。吉水县
金滩镇李家村村民李长根反映新农村建设预留
地的问题，要求当地政府履行协议。易炼红边
听边记、了解详情，要求当地政府限期落实协
议、取信于民。他指出，要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推动改革发展全过程，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

在群众接待室，易炼红现场接待了江西工业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刘荣玉，面对面听取
他反映学校房屋拆迁安置问题的诉求。易炼红
现场督促和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要求责任方立即
支付已签订合同拆迁户的过渡租房费，将停发的
过渡租房费全部补发到位，并按照当地合理价格
给予拆迁户支付一次性折价补偿金。他要求萍
乡市政府、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依政

策、加大力度解决好遗留问题，耐心细致共同做
好拆迁安置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接访中，易炼红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省
委、省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对群众正当、
合法的利益坚定维护。做好信访工作，就是要
真切听取群众意愿、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对群
众提出的合理合法合政策的诉求，要依法依规
依政策迅速妥善解决好。对不合理、不合法、没
有政策依据的诉求，要耐心细致做好解释说明
和沟通交流，以达成共识，真正把信访工作做到
群众的心坎上。各级政府及部门要按照“五型”
政府建设要求，树立“民之所向就是政之所为”
理念，不断增强理解力、提高执行力、发挥创造
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持续提升
政府公信力和美誉度，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

易炼红在省信访局接访调研时强调

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做到位

本报讯（记者张武明、齐美煜）4月29日，全
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省五一劳动奖和
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举行。省委副书记李炳军
出席并讲话。他希望全省职工群众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良好风尚，凝聚起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磅礴力量。副省长吴晓军主持。

李炳军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全省广大职工、劳动
者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他
强调，全省广大职工要坚定政治立场，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永葆工人阶级先进性。要担当时

代重任，牢牢把握工人运动时代主题，进一步激
发奋斗热情，以“赣鄱工匠”的精湛技艺铸就江西
制造的新辉煌，当好兴赣富民主力军。要练就过
硬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掌握新知识、新
技能，努力成为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业务精兵，
争当新时代的追梦人。要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
顾大局、组织纪律性强的光荣传统，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优秀品格、模范行动
传播文明新风，展现高素质工人新风采。

李炳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工
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为工会履职尽责赋予
更多资源，创造更好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多
与广大职工交朋友，及时释疑解惑，回应关切。
各级工会组织要切实加强工会系统党的建设，
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让“职工之
家”和“娘家人”更加名副其实。

全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举行
李炳军出席并讲话

（详见第3版）

基层阵地盘活来 文明实践动起来

我省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详见第2版）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这是一项民心工程。
承载着群众的期盼和信任，一个月来，2万余件
群众来信来电从赣鄱大地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央
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

“我们要坚持开门搞督导，对群众的每一条
举报线索，要做到件件有回应、件件有反馈。”从
进驻江西开始，督导组组长支树平就强调，要把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作为督导工作的
重中之重，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当日受理、当日交办，做到零差错、零失误……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进驻江西以来，秉持
深厚的人民情怀，以严细深实的担当作为兑现
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庄严承诺。

“今天的群众来信送到了！”4月29日8时，
载着群众举报信件的邮政专车抵达督导组举报
受理工作办公地，早早就守候在门外的工作人
员开始对信件清点、签收。

“全省各地收到的带有‘南昌市A3630邮箱’
字样的信件，每天我们都会准时送到这里。”邮
政公司负责送信的同志告诉记者。

在来信处理小组办公室，记者看到，从全省
各地寄来的举报信整齐地堆放在桌面，负责信
件处理的3名工作人员戴着手套，使用裁切机器
将信件取出，一一编号登记。

一墙之隔的来电拆信阅信办公区内，
工作人员虽然异常忙碌，但有条不紊。办
公区的墙面上，“受理工作流程”“保密工作
纪律”和“计算机安全管理制度”格外醒目。

在认真阅读每一封信件后，阅信组工作人员
依据内容做好登记分发、统计复核、整理归档、移
交办理流程。符合受理范围的信件，归档后转到
下一环节处理；不符合的信件，流转到相应部门，
做到不漏掉一封来信，不错过一条线索。

“您好，这里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举报电
话。请问您反映什么问题？”在来电处理小组办公
区内，5名工作人员头戴耳麦坐在电脑前，一边接
听电话，一边录入举报人详细信息和举报内容。

“虽然我们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但这个号码
开通的是5条线路，能同时接听5名群众的举报。”
负责电话接听工作的同志告诉记者，来电接听小
组12名工作人员，分两组实行每天12小时三班轮
转，确保每天8时到20时电话始终保持畅通。

随着督导组工作的深入，来电数量呈逐渐
上升趋势，从第一周平均每天222个，上升到第
二周每天400个，到第四周，每天接听来电数已
上升到700多个。

巨大的工作量面前，工作人员哑了嗓子。
一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部分群众在电话里发
泄怨气，接线人员虽然委屈，仍然要保持心平气
和，忠实记录、反映举报人的诉求。“老百姓的每
一个电话、每一封信， （下转第2版）

听民声 访民情 解民忧
——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受理群众举报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杨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