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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古建筑

5月 5日，南昌县冈上镇“吴氏
家庙”古建筑修缮工程进入扫尾阶
段。近年来，该县积极推动古村落
保护工作，投入大量资金对该镇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吴氏家庙”及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吴培荆堂古建筑群”
进行抢救性维修。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5月6日，是矿上的安全培训日，因
为要接受记者采访，邓春特意请了一会
儿假。为了不耽误下井，邓春总是选择
上中、晚班。他是采掘二区出勤率最高
的一个，今年他总共才休息了两天。

“邓春是我们区年龄最小的采煤
大工，却是出勤最多、效率最高、安全
最佳、质量最优的一个。8 年来他放
弃休息日 300 余天，共计采梁 40480
块、落煤 76400 余吨，相当于 8 年干了
12 年的活。”采掘二区党支部书记、省
劳动模范丁建刚向记者介绍。

萍乡市安源区是块红色热土，是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有着光荣优良的
革命传统。邓春是地道安源人，从小听
着安源革命故事长大。2010年招工进
矿，成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
源煤矿的一员。安源煤矿被誉为“劳模

的摇篮”，先后产生9个省部级以上劳动
模范，尤其是采掘二区，是个赫赫有名的
英雄集体，该矿全国劳模王湘萍和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党的十九大代表
张来清等就出自这里。邓春一进矿就分
配到采掘二区，成为张来清的徒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工作中，邓
春处处以劳模以师傅为榜样，全心全意
投入工作。学徒3个月，在师傅的精心
教导下，邓春迅速掌握了采梁、架棚、放
顶、护顶等采掘技术。他干活不怕苦不
怕累，脏活重活抢着干，是个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每天一到作业面，除了吃
饭喝水，他几乎不停不歇，有时为了抢效
率，他连吃饭都顾不上。”说起这个徒弟，
张来清又心疼又骄傲。

都说劳模是干出来的，这话一点不
假。别人一个月上22天班，邓春最少上

26天班；别人一个班干8个小时，他拖班
加班“8+2”是常事；别人一个班采10块
梁，他能采13至14块梁。有一次，采掘
二区接到架棚护顶加宽巷道的工作任
务，区里本来计划16天完成。邓春带着
突击队抢时间、抢进度，一天架 6个棚
子，硬是用8天的时间做了16天的事。

邓春不仅会实干苦干拼命干，也会
巧干精干。他喜欢动脑筋想点子，提高
工作效率，保障生产安全和节支降耗。
井下工作面在特殊情况下要打“井”字
形木垛进行支护，一个木垛成本 1200
元，一年开支将近 9
万元。邓春经过长
期观察和计算，提出
用 煤 矸 石 墩 替 代

“井”字形木垛，一个
煤矸石墩成本只需

340元，此举在全矿推广后创造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作为一名“80 后”，邓春希望自己
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工作之余他不
忘给自己“充电”，刻苦攻读《采煤概论》

《地质学》等专业知识。每个月，只要是
矿上的安全和技术培训日，邓春从不缺
席。矿上即将实行机械化采煤，邓春是
机械化采煤创新工作室的主要成员。
他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努力学习机械
采煤知识，熟悉设备性能，只等今年底
机械化采煤实行后，能一展身手。

“获得这么高的荣誉，是对我更
大的鞭策。”5 月 1 日，宜春市消防救
援支队上高县中队中队长刘玉国刚
获得今年的江西青年五四奖章，就转
身回到部队投入到了集训中。这名

“80 后”懂得，对于消防员来说，荣誉
更意味着责任。

工作17年来，刘玉国参与灭火救援
战斗 1300 余次，抢救被困人员 200 多
人。他的成长故事，正是广大一线消防
指战员英勇善战、忠诚为民的真实写照。

2016 年 11 月 24 日 7 时 52 分许，
丰城电厂三期工程冷却塔发生严重坍
塌事故，接到出警通知后，时任丰城市
消防大队剑邑路中队中队长的刘玉国

迅速率领中队15名指战员、3辆消防车
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被困受伤者
声声呼救、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眼
前的场景让有着十余年救援经验的刘
玉国也深感震撼和痛心。

刘玉国没有犹豫，他带着战友们
进入废墟，借助钢筋速断器、无齿锯
等破拆工具，并用徒手的方式迅速清
理现场杂物，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在
营救一名被困人员时，为了避免扶起
的水泥板再次倒下，刘玉国用身体撑
住厚重的水泥板，这一撑就是三个多
小时。当被困人员获救后，他的腿由
于长时间受力，已失去了知觉。

现场的搜救任务直到第二天午时

才基本完成，直到指挥部下达撤离现场
的命令后，刘玉国才带领最后一批消防
员撤离现场。此时的他，已在寒风中连
续鏖战了 28个小时。此次救援，刘玉
国共参与救出被困人员40余人。

2018 年，消防部队集体转制，刘
玉国和战友们褪去“橄榄绿”，换上

“火焰蓝”。但他常对战友说的一句
话是：“无论体制怎么变，我们对党
忠诚的誓言不变；无论岗位怎么变，
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去年 9 月，上高县徐家渡镇寨里
村何家自然村出现断水情况。接到群
众的求助电话后，刘玉国带领中队指
战员顶着烈日，开着消防车给村里送

水。村中老人和小孩居多，刘玉国就主
动为老人家里挑水。送完水后他和战
友们个个汗流浃背，村里一位老人紧紧
握住刘玉国的手激动地说：“太谢谢你
们了，消防员真是我们的亲人啊！”

2007 年，刘玉国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名党员，刘玉国经常利
用中队的党团活动日和节假日，带领
党团员走上街头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为辖区街道清理栏杆，为孤寡老人进
行卫生大扫除，为敬老院送温暖，为学
生讲授消防知识……就是从这些微不
足道的平凡点滴做起，刘玉国以实际
行动诠释兑现了“人民消防为人民”
的铮铮誓言。

邓春：无愧安源荣光
本报记者 唐彩萍

刘玉国：消防员誓言永不变
本报记者 卞 晔 实习生 周 丽

江西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
江西省2019年大江大河、大型及防

洪重点中型水库、蓄滞洪区、重点防洪城
市、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公布如下：

全国大江大河防汛行政责任人名
单——长江：蹇侠。

全国大型、防洪重点中型水库防汛
行政责任人名单——柘林：蹇侠；万安：
王大胜；洪门：徐国义；江口：林愚；上犹
江：张逸；东津：时小林；团结：黄勇鹏；
油罗口：钟旭辉；长冈：陈黎；龙潭：余业
伟；紫云山：刘新根；潘桥：江伟斌；飞剑
潭：李晓楚；上游：徐爱文；大塅：余伟
彬；共产主义：董醇兵；七一：李晨明；滨
田：雷垦华；军民：万国；大坳：李高兴；
伦潭：洪岳善；白云山：胡智镔；老营盘：
夏得烈；南车：王海滨；社上：尹伟民；廖
坊：徐国义；湖塘：顾峰；大港：詹文霞；
浪溪：帅中华；观音塘：赵木林；枣木：利
军；狮子口：林愚；蔡坊：李小龙；长河
坝：陆芳锋；垅涧里：陈伟生；跃进：陈
鸣；礼亨：杨祥文；金盘：朱隆泽；石壁
坑：朱时敏；竹坑：林峰；黄云：钟思勇；
龙兴：钟思勇；龙山：董良云；日东：赖联
春；灵潭：刘道军；南河：李高华；仙人
陂：卢杜林；上迳：王兴亿；五渡港：朱新
梅；中村：邝冬明；走马垅：胡烈；长龙：
邓冬猛；斗晏：王晓东；黄金：吴剑；金

桥：陈冬珍；攸洛：付建鸣；碧山：罗功
成；矿山：习杰斌；严罗胜：习杰斌；樟树
岭：罗功成；罗湾：刘化平；南港：冷水
清；三十把：黄志荣；三兴：程淑兰；板
坑：胡耀明；大丰：郑斌；光华：谭国林；
双峰：邱军；石溪：魏松林；店下：喻军；
洞塘：袁宝珍；庙前：尹志来；上阳：袁宝
珍；军潭：陈金良；七星：许信云；铁炉：
周志强；大港桥：程锡华；峡口：杨宏才；
螺滩：胡智镔；缝岭：夏得烈；窑里：唐庆
华；白水门：杜滨；返步桥：肖觉平；高虎
脑：刘怡莉；枫渡：周春根；横山：万国
辉；蛮桥：付志军；幸福：饶大义；杨溪：
胡旗中；中坊：孔思东；燎源：周亮平；车
么岭：温金花；峡江：阮建芳；界牌：谢永
敬；石虎塘：匡晓卫；山口岩：崔传鹏。

全国主要蓄滞洪区防汛行政责任
人名单——康山、珠湖：祝宏根；黄湖、
方洲斜塘：樊三宝。

全国重点防洪城市防汛行政责任人
名单——南昌市：宋铀；九江市：孙金淼。

全国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
单——江西省：胡强；南昌市：樊三宝；
九江市：蹇侠；景德镇市：徐耀纯；鹰潭市：
黄占共；新余市：徐绍荣；萍乡市：崔传鹏；
上饶市：祝宏根；宜春市：漆海云；吉安市：
王大胜；抚州市：徐国义；赣州市：张逸。

江西商务经济亮点频现
消费增速名列前茅，引进欧美项目比重提升

亮剑刺“病灶”良方促长效
——看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如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记者 郑 颖

5 月 5 日，随着省第五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抚州市委、市政府反馈督察情
况，省委、省政府对南昌、景德镇、赣州、
上饶、抚州 5 个设区市开展的环境保护
督察告一段落。至此，我省实现第一轮
省级环保督察全覆盖。

仔细梳理这次5个督察组的反馈意
见，记者发现：一些环境违法问题被曝光、
被查处，一些失职失察的官员受到严肃处
理，一些事关民生的环境问题得到了解
决，一些地方单位负责人感到的环保压力
越来越大……所有这些，再一次让群众看
到了省级环保督察的巨大威力，也激发了
大家对环保督察更高的期许。

怎么督？
重在督政 压实责任

2018年11月至12月，一场绿色风暴
在南昌、景德镇、赣州、上饶、抚州5个设
区市掀起，省环保督察组对这 5 个地方
进行为期24天左右的集中督察。

这次督察的内容很明确，包括中央
和省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情况，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情况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环保督察
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作为督
察的重点，督察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情况，特别是制度建设、责任追
究、长效机制建立等。

督察组指出，5 个地方普遍存在生
态环保压力传导不够的情况：

南昌市县区发展目标管理考核中，
存在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考核权重差
距大情况，且生态环保考核差异化有弱
化趋势，环保部门能力建设薄弱，部分

园区环境保护职能有待进一步理顺。
景德镇市生态环境队伍能力建设

基本没有改善，即使在2017年市政府被
原环保部约谈、生态环境监管压力骤然
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市县两级队伍规模
依旧不变。

赣州市在矿山开采过程中，矿管、
安监、水保、国土、林业、环保等部门责
任不清，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矿
山生态破坏严重，后续生态修复存在监
管盲区。

上饶市各职能部门“单打独斗、各
自为政”的现象仍然存在，全市畜禽养
殖禁养区退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
库退养等问题部门协同作用发挥不够
好，存在问题较多。

抚州市部分县（区）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决策部署不及时，环保监
管能力建设不力。

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负责人
因环保不作为、乱作为而受到了问责。
据统计，这次环保督察共责令整改1628
家，立案处罚199家，拘留22人，约谈436
人，问责23人，罚款金额约1269万元。

察什么？
动真碰硬 直面问题

督察组坚持发挥群众的力量，一入
驻就通过当地党报、电视台、政府网站
公开举报电话和信箱，广开言路。进驻
期间，督察组共受理群众投诉举报2211
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通过听取汇报、受理举报、个别谈
话、调阅资料、走访问询、下沉县（市、
区）督察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亮剑”，

督察组一针见血地刺破了地方环境保
护存在的“病灶”，发现并指出了一批

“老大难”的环境问题。
南昌白水湖污水处理厂、湾里区罗

亭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收集率低，进水量
远低于设计规模，每年投入的大量财政
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环境效益。乐平
市宋家山垃圾填埋场内部管理松懈，污
泥压滤设施长期不用，转轮锈迹明显，
2018年只有 5天使用记录，污泥去向不
明。章源钨业、江钨世泰科等 5 家公司
钨渣等危险废物积压堆存达 1.6 万多
吨，且在逐步增加，存在风险隐患。铅
山县篁村萤石矿被 2017 年国家“绿盾”
专项行动列为应整治的违规项目，督察
组现场查看时，发现矿区内有人员正在
作业，自然保护区内违规项目整治不到
位。金溪县、宜黄县、乐安县、广昌县、
南城县工业园区均未建成在线监控一
体化平台，环境监管难度较大。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督察，地方党委
政府做到了立行立改，一大批环境问题
得到了解决，一批历史遗留环境问题得
到重视，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如何改？
开出良方 推动整改

督察组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梳
理，按有关规定向5个设区市进行移交，
并作出要求：

南昌市要聚焦问题整改，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努力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严格考核问责，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

景德镇市要坚决防止整改工作“一
刀切”，禁止搞“一律关停”“先停再说”

“以罚代法”，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和
正常生产秩序；

赣州市要聚焦突出问题，坚决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要打好水污染
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打胜土
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八大战役，抓好30
个专项行动落实；

上饶市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保
护环境的关系，严格考核问责，强化环
境保护责任，依法依规，对督察移交问
题开展责任追究；

抚州市要完善党委政府负总责，分
工明确、协调配合、督查有力、严格问责
的长效机制，对自然保护区存在的违法
违规项目，尽快完成整治工作。

针对督察发现问题，结合督察意见
和要求，5 个设区市将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于30个工作日内报送省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并抄送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改方案和整改落
实情况要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
开。督察意见反馈后 6 个月内，5 个设
区市还将向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报送整改落实情况。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
时组织开展“回头看”。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开展省级环保督察是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际行动，是推动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的现实需要，
是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有力抓手，我省从2017年开始，计
划每2年左右在全省开展一遍环保督察，
今后省级环保督察将实现常态化。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5 月 5 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一季度，我省商
务经济运行良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跑出全国第一的增速，全省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 7.4%，利用省外项目资金
同比增长9.61%。

全省消费品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市
场活跃有序，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99.01 亿元，同比增长 11.1%，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2.8 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
1名（与安徽、云南并列）。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

通过开展“三请三回”“三企入赣”系列
活动，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一季度，
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1.44亿美元，其
中现汇进资6.2亿美元，同比增长27.23%；
实现欧美日主攻区域实际引进外资金额
2.48亿美元。利用省外项目资金1643.67

亿元，同比增长9.61%。各设区市实际利
用外资排名前三位的是南昌、九江、赣州；
增幅前三位是赣州、南昌和鹰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活
跃。一季度，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9.37亿美元，同比增长3.87%，列全
国第9位。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完成营业额 4.14 亿美元，占比 44.1%。
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92亿美元，同
比增长20.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备案境外投资企业11家，中方协议投资
额 1360 万美元，完成对外直接投资额
5279万美元，同比大幅增长6.7倍。

口岸运行快速增长，表现抢眼。全
省铁海联运共发送进出口货物54.60万
吨、3.21万重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2.78％
和181.58％。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货邮吞
吐量22931.4吨，同比增长55.15%。

南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92.6%
本报南昌讯（记者骆辉）南昌市教

育局 5月 6日公布 2019年招生计划，明
确提高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保持普通高
中和职业中专（高中）协调发展，今年全
市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92.6%以上。

根据《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必
须确保适龄儿童全部入学，确保小学毕
业生100%升入初中就学。提高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保持普通高中和职业中专

（高中）协调发展，高中阶段（包括升入
普通高中、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普通中
专、技校、高职、高专等）毛入学率达
92.6%以上。今年南昌全市小学招生计
划 数 为 78700，初 中 招 生 计 划 数 为
73000，普高计划数为 36540，职业中专
（高中）计划数为24360；其中，市属和事
业（行业）单位办普高计划数为 17120，
职业中专（高中）计划数为11730。

把派驻机构改革抓紧抓实抓到位
孙新阳出席深化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张武明）5月6日，深
化省纪委省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
署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
监委主任孙新阳出席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派驻监督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压实改革责任，凝聚改革合力，把
派驻机构改革抓紧抓实抓到位。

孙新阳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派驻监督工作及派驻机构改革的演变历
程。他指出，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与历
史上各阶段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纪检监察改革，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内涵上有深化，外延上有拓展。要突
出问题导向，注重分类施策，有力推进省
属企业、省属金融企业（机构）、省管高
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在省级层面形成

省直机关、省属企业、省属金融企业（机
构）、省管高校四大监督板块，推动各领
域、各层级派驻机构、纪检监察机构不
仅“改头换面”，而且“脱胎换骨”。

孙新阳强调，派驻机构改革政治
性、政策性、系统性强。必须吃透改革
精神，加强分类指导，强化统筹审核把
关，积极稳妥组织实施，确保深化派驻
机构改革按照既定路线图、时间表落实
到位。市县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在研
究改革方案、建立工作机制等方面拿出
实实在在的招数。各级纪委监委要在
党委领导下负起专责，积极做好各项工
作。各涉改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要把
履行主体责任同支持保障派驻机构改
革、接受派驻机构监督紧密结合起来，
为改革尽到应尽的责任。

周鹏、丁振军、古剑辉
被追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本报讯 （记者邹海斌）日前，共青
团中央发布了《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2018
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
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的
决定》，追授在四川凉山木里森林火灾中
牺牲的江西籍救火英雄周鹏、丁振军、古
剑辉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3月 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
内发生森林火灾。31日下午，在扑火行
动中，因风力风向突变，突发林火爆燃，

30名扑火人员壮烈牺牲。4月，应急管
理部、四川省政府批准在扑救四川凉山
木里森林火灾中英勇牺牲的赵万昆、蒋
飞飞、张浩等30名同志为烈士。

在共青团中央的表彰决定中，凉
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四中队一
班副班长周鹏、三中队一班消防员丁
振军、四中队二班消防员古剑辉等 11
名牺牲的消防员，被追授2018年度“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上接第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组
织了省博物馆《千年瓷都——中国景德
镇精品陶瓷展》赴俄罗斯巡展，杂技剧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参加中俄“两河流
域”文化交流暨江西经贸文化周活动展
演，省赣剧院赴英国参加纪念汤显祖、莎
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文化交流活动等重

点活动。在此过程中，我省集思广益，整
合省内优势文化资源，进行了各种加快

“走出去”步伐的有益尝试，如2018年吸
纳景德镇学院师生赴东京参与瓷乐表演
等。如今，中医药、非遗、戏曲、陶瓷、青
铜等越来越多的江西优秀文化品牌，正
更加自信地走向五大洲，走向世界各地。

江西文化“走出去”步履更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