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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好一份承诺书、上好一堂微党
课、建好一支先锋队、评好一个示范岗、
记好一本税情账、发好一张连心卡。在
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过程中，靖
安县税务局以“六个一”举措为抓手，积
极做好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的结合文
章，通过发动支部“红色引擎”、激活党
员“红色细胞”，为减税降费工作注入了
一股“红色力量”。

减税降费是今年税收工作的重中
之重，为更好地激发全局干部活力，确
保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靖
安县税务局紧紧抓住党员这个主体，依
托支部阵地，立足实际，积极开展“六个
一”党建活动。87 份公开承诺书，明确

亮出了每一名党员的工作职责；12堂专
题微党课，持续为党员队伍注入思想清
流；每季一次的党员示范岗评选，让 15
名有担当、能干事的普通党员脱颖而
出，成为全局上下比赶超的标杆；17 类
税情台账，保证了各项工作落实有迹可
循、有据可查；而送到纳税人手中的
4000 余张连心卡和活跃在工作最前沿
的10支党员先锋队，则让纳税人真切地
感受到来自税务干部的诚信和效率。

重融合、接地气、求实效的“党建+”
活动，为支部和党员提供了展现作用的
竞技场和试金石，也为该局减税降费工
作的全面落地生根凝聚了合力、增添了
动力。 （应 华）

靖安县税务局党建“六个一”助推减税降费落地生根

作为红谷滩新区“三次开发”的主
阵地和排头兵，近年来，九龙湖管理处
党委坚持“打开门来做党建”的工作理
念，积极整合辖区人、财、物等资源，依
托管理处、社区两级党群服务中心，拓
展为民服务工作渠道。今年，管理处和
社区组建两级“大党委”制，通过双向联
动和互动，秉承“服务党员受教育、服务
项目促发展、服务群众零距离”的目标，
进一步激发党组织的活力，掀起“大抓
党建、抓大党建”的新热潮。

激发活力——让党员找
到组织，让组织找到党员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6 月 4 日，一场生动的音乐党
课正在九龙湖悦城西社区活动室举
行，来自南师附小九龙湖校区党支部
的教师正在为社区老党员上音乐党
课。通过这种创新党员教育的方式，
以丰富的红色经典音乐和原创音乐，
将音乐艺术与党课有机融合，诠释党
的性质和宗旨，让党员在音乐中感受
党史、了解党史、理解党史，激励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堂音乐党课仅仅是九龙湖管理
处悦城西社区“大党委”成立当天的第
一次党课。社区“大党委”是以社区党

组织为主体，联合辖区内企事业单位、
行业各领域党组织，通过“组织共建、责
任共担、资源共享、活动联办、事务联
商”等形式开展合作共建，共同参与辖
区管理和基层自治。“通过组建社区‘大
党委’，让组织找到党员，让党员找到组
织，把辖区党员都发动起来，激发党员
活力，开展共建共享。”悦城西社区“大
党委”书记何桂琴表示。

在组建悦城西社区“大党委”的基
础上，还将成立九龙湖管理处“大党
委”，采取“1+N+X”的组建方式，“1”即
书记；“N”即管理处党委委员；“X”即从
驻区单位党组织中推选产生的兼职委
员。以此确立区域党建工作协调领导
核心，整体推进管理处区域内党建工
作，实现党建工作及党组织管理由传统
直线型管理模式向新型区域化共管模
式转变。

互促共建——围绕项目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项目

项目建设是九龙湖的中心工作，九
龙湖管理处党委坚持“围绕项目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项目”的总体思路，把项
目党建工作作为全处的重点抓紧、抓
实、抓好。面对“项目运行时间短、党建
工作不足、共建机制构建难”和“党员流
动频繁、素质参差不齐、共建活动开展

难”的两大难题，管理处积极探索、勇于
实践，以党建为引领，让党员进驻项目
工地了解项目，服务项目。同时也让项
目走进社区，让大家了解项目，由此逐
步实现项目党建的有形覆盖。先后与
辖区内 56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有
制经济和社会组织建立了共建联系，组
织召开区域党建工作联席会议，消除党
建空白点。

去年以来，管理处与中铁上海局地
铁4号线02标项目部联合打造项目党建
示范点“红色驿站”，村（站）、社区深入项
目单位开展安全教育、消防宣传 20 余
次；项目单位开展“地铁走进社区、携手
共建和谐”等主题宣传活动 6场次。通
过“组织联动、教育联搞、活动联办”，服
务项目工地流动党员600余人次。活动
开展以来，项目单位的党建意识日益浓
厚，管理处与项目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
更加顺畅，进一步加快了项目推进，为项
目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施工环境。

服务群众——一切为了
群众，为了群众一切

“如果说让党员受党性教育，是为
了激励党员不忘初心。我们最终的落
脚点就是服务群众，让百姓更加幸福。
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百姓满意才叫

好。百姓幸福才能显示九龙湖新城的
真正魅力。”九龙湖管理处党委负责人
熊经纬一语中的。

九龙湖志愿服务集散中心自去年
10 月份成立以来，作为党建的一个载
体，吸纳社会组织 20余家，注册志愿者
800 余人，先后成立了爱心义工志愿服
务队、文明先锋志愿服务队、平安使者
志愿服务队、环境卫士志愿服务队、青
春护苗志愿服务队、文化志愿服务队。
同时，集散中心重点打造“精准关爱、志
愿启航”党员结对子志愿服务品牌，牵
手社区、辖区项目单位，开展共建共享，
为管理处与辖区项目单位搭建一个优
质的志愿服务平台，使“精准关爱、志愿
启航”志愿服务品牌得到良好的推广。
另外，还推出“小荷叶”第二课堂志愿服
务品牌、“金秋”文化志愿服务品牌，面
向社区、村站老年人、儿童、残疾人、贫
困户等困难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关
爱。据统计，集散中心累计举办各类助
老扶贫帮困等 10 余种志愿服务活动
100余场，受益群众近万人，有效提升了
居民的幸福感。

站在新的起点，九龙湖管理处正以
组建“大党委”机制为契机，为推动新区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描绘好新时代新区
改革发展新画卷而奋力向前。

（谢蓬勃 余强平）

一花引来百花开
——九龙湖管理处实行“大党委”制带来新变化

近年来，安远县以教育为突破口，通过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补齐教育短板、完善教育扶贫制度等方式，
实现教育普惠群众，为贫困家庭带来春风雨露，让幸
福之花美丽绽放。

教育均衡，让孩子享有共同发展机会
在安远县思源实验学校，有一批被称作“阳光少

年”的孤儿学生。这个学生群体得到了广泛关注，逢
年过节，县领导都会前去探望，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
况，为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这是县
委县政府对全县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为了兑现这
个诺言，安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发展大教育”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成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中的
各种问题。同时，建立健全教育发展机制。健全完善
就读保障机制，为随迁子女开辟“绿色通道”，让其享
受“同城待遇”；大力开展教育扶贫，在赣州市率先出
台“一免六补”政策，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学校资助
工作规范化、系统化运行。在全省率先实施孤儿免费
集中县城就读政策，每月为全县233名孤儿学生每人

发放700元生活费，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补齐短板，让校园成为最美丽的风景
5 月 16 日，走进浮槎乡浮槎中心小学，只见整个

校园花团锦簇，教学楼高端大气，生活区设施齐全，成
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安远，像浮槎中心小学这
样漂亮的学校还有100多所。

为让教育均衡发展的雨露惠泽更多群众，安远自
2018 年起，大力开展实施《安远县城区学校建设
（2018-2020）三年行动计划》，对安远二中等城区学校
教育教学装备及学校设施进行完善提升，同时筹资近
1000万元对鹤子中心小学等78所乡镇学校进行标准
化再提升。

在加快学校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安远县还不断
挖掘校园文化内涵，着力加强软环境建设，深入推进书
香校园、运动校园、智慧校园工程，形成“一校一品”格
局。如今，全县的特色校园文化在城乡遍地开花：在城
区，有东江源小学的“赏识”文化、思源学校的“感恩”文
化、九龙小学的“源”文化；在乡镇，有孔田中学的“雅”文
化、版石中学的“诚”文化、浮槎中学的“梦想”文化等等。

目前，“最好的房子在学校、最优美的环境在校

园”成为该县共识，全县城乡教育基础设施实现统筹
推进、均衡发展。

精准到户，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失学，安远不断建立

完善教育扶贫体系，构建覆盖全县所有贫困村的倾斜
扶持工作机制，通过教育精准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和
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

安远建立全县教育系统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利
用信息化手段，将精细管理精准到户到学生，为贫困
学生建立精准扶贫学生档案及资助档案，对扶贫对象
享受资助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等，同时压实“双线控辍”
工作责任目标，切实做好劝学复学工作，保障适龄儿
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安远还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部纳
入扶贫补助范围，在赣州市率先实施中职教育“一免
六补”政策，构建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无缝隙、全
覆盖的扶贫资助体系，让贫困群众“义务教育不负担、
中职教育不花钱、普通高中不发愁、考上大学不担
心”。2018年，该县共资助贫困学生3.63万人次，资助
金额3072.44万元。

让幸福之花美丽绽放
——安远推进教育扶贫工作掠影

谢良峰 本报记者 鄢朝晖

新建区创新开展
“两宣同步”纪律教育

本报讯 （记者吴颖 通讯员姚金）
“大家要从傅某某、凌某某的违纪案件
中吸取教训，时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近日，南昌市新建区纪委监委在
该区大塘坪乡上庄村开展“两宣同步”纪
律教育，现场宣布对违纪村干部的调查
结果、处分决定，同时对村两委干部和党
员群众代表开展党纪法规宣传教育。

“两宣同步”纪律教育是新建区纪委
监委今年扎实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
章”创新开展的一种纪律教育模式，即在
查办信访举报案件的过程中，在宣布调
查结果、处分决定时，同步对广大党员干
部开展党纪法规宣传教育，让纪律教育
融入监督执纪的各个环节。通过开展

“两宣同步”纪律教育，该区以身边的具
体案例为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进一步绷紧“廉政弦”、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防线，有效达到“惩处一个、教育一
片”目的。

6月 12日，
新余市渝水区
城北街道办沙
土社区服务中
心家庭医生入
户为签约服务
对象体检和巡
诊。据悉，渝水
区在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中做
到签约一人、履
约一人、做实一
人，全区实现了
建档立卡贫困
常住人口及特
殊家庭对象家
庭医生签约全
覆盖。

通讯员
欧阳敏燕摄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聂华）自去
年以来，南昌市东湖区八一桥街道办
事处积极行动，扎实推进转作风促发
展工作。

该街办以党建服务中心为载体，完
善便民服务大厅、综治中心等服务平
台，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
标，建立“四通八达”模式，即一通民情、
二通舆情、三通党情、四通政情，达街道

机关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共建共驻单
位党组织等 4 类党组织和达公共服务、
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 4 类工作。该街
办设立“一表三室”，切实开展宣传宣讲
党的政策、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
入移风易俗等工作。同时，狠抓城市管
理、社会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打造“一
街一中心”，发展街区经济；建立红色驿
站、非公党支部等，实现品牌效应。

八一桥街办转作风促发展

在莲花县，近年来涌现出许多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人
物。今年94岁的王振美老人，就是其
中之一。

近日，记者在王振美居住的简
朴卧室里，见到了一块亮闪闪的奖
牌——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这份
荣誉，是对他长期以来孜孜不倦扶危
助困的最高褒奖。

每当有人问起王振美爱帮人的
原因，他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的命
是大家救回来的，我有能力了，也要
帮助大家。”

原来，壮年时的王振美染上勾端
螺旋体病，由于家贫无钱医治。就在
他们一家绝望之际，乡亲们纷纷伸出
了援助之手，你 10元、我 5元，最终凑
齐了1000多元医药费，将其送进医院
救治，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时
至今日，王振美仍心怀感激，说得出
那些恩人的名字。

经过大半辈子摸爬滚打之后，王
振美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家底
厚实了许多。手头宽裕之后，王振美
的报恩情怀被激活，遇到谁家有个难
处，总喜欢拿出个千儿八百的帮人救
急。据了解，王振美有据可查的最早
一笔大额捐款，是2006年时他给突发
脑溢血的六市乡太沙村村民王水清捐
助了7800元。从这以后，王振美似乎
帮人“上了瘾”：六市乡山背村村民吴
国英急需用钱做换肾手术，他毫不犹

豫地捐了1万元；为帮助六市乡贫困户
郭梅昌脱贫，他掏出3500元买了一头
小牛，外加3000元亲自送上门去；老家
要办幼儿园，他又捐款5000多元……

如果说，王振美以前的善举仅是
“涓涓细流”的话，那么，2017年，他决
定个人捐资50万元成立“振美教育基
金会”，不啻为一股“惊天大浪”。“扶贫
必先扶智，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源上改
变贫困落后的面貌。”言及初衷，王振
美如此解释。截至目前，“振美教育基
金会”已奖励和资助优秀师生和贫困
家庭学生 213 人次，其中奖励优秀教
师 47 人次，奖励资助优秀学生 166 人
次，累计发放奖励资助金7.664万元。

“爷爷给我的钱虽然不多，但对于
家境贫寒的我来说恰如冬日里的暖
阳，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以后，我也
要以王爷爷为榜样，努力回报社会。”
许多受过捐助的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众人拾柴火焰高。王振美的善举
像一粒火种，正汇聚越来越多的爱心人
士，一起点亮光明。杨志坚，1.2万元；
杨石林，1.5万元；杨飞，2万元；贺建军，
2万元……捐款名录中，这一颗颗年轻
的心，已经与一位老人的心一起奔放跳
跃，奏响了一曲高亢的奉献之歌。

2018年，王振美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奉献奖，并荣登2018年6月“中国好
人榜”，被评为2018年第三期“江西好
人”、第二届“感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
2019年，获评第六届江西省道德模范。

有能力了，就要帮助大家
——记第六届江西省道德模范王振美

本报记者 刘启红

实施乡村振兴，普惠金融大有作
为。近年来，上犹农商银行积极发挥支
农支小地缘、人缘等比较优势，大力服务

“三农”，心无旁骛，回归本源。2018年，
该行制定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提出“一年
打基础、两年创规范、三年做精致”的发
展思路，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工作机制，呈
现出普惠金融的系列看点和亮点。

实施“1550”工程
小额农贷整村推进57个行政村

针对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不够广、
公众金融服务获得感不强的现象，上犹
农商银行心系县域经济，主动担当社会
责任，高位实施了普惠金融“1550”工
程。即在辖内建立 1 个普惠金融示范
点、5个普惠金融示范基地和 50个普惠
金融示范户。普惠金融示范点的打造，
金融夜校“梅水党支部模式”的形成，得
到了江西省联社、赣州辖区党组等上级
部门的认可，先后承办了全县金融系统

普惠金融及产业扶贫贷款“三个全覆盖”
经验交流会，该行以梅水乡普惠金融示
范点为模板，在其他乡镇网点进行推广，
以点带面，实现普惠金融遍地开花。

开好全行动员会、村组干部会、户长
座谈会等“三个会”，对整村推进工作目的
意义、工作目标、实施内容、工作方法等进
行解读动员，告知村民上户时间，制定村组
推进计划、张贴公告、获取生产经营状况
等，建立农户经济档案。该行通过手机短
信对外出创业人员发出预授信信息，进行
预授信贷款。2018年，对57个行政村开展
了整村推进，对1.2万户农户进行了上户调
查，户均提额1.5万元，授信面提高1.62个
百分点，预授信比例均达80%以上。

城区网格化管理
丰富金融夜校内涵

上犹农商银行将城区范围内街道、社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划为5个大
网格、25个小网格，确定“三活”（活户籍、

活档案、活地图）网格管理员，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网格化服务，全面对
接居民、企业金融需求，实现“三知”（知网
格情况、知社区民情、知服务需求）。

该行制定金融夜校 9 个规范化流
程，采取1块投影布、12个射灯、300把宣
传折扇、300 张名片等标准化配套设施
进行现场布置。金融夜校讲解群众最关
心的金融知识，如小额农贷办理手续、投
资理财等。将农商银行产品服务及金融
知识编排成快板现场表演，寓教于乐，突
显出金融夜校课堂的普惠性和趣味性。

金融知识下乡
升级普惠金融服务站

上犹农商银行大力支持辖内休闲
农业、茶业、产业旅游和观光旅游等特
色产业，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
企业等，开展贷款、代发工资、财政惠农
信贷通、惠农补贴资金等全方位营销。
上犹是劳务输出县，该行先后深入南

康、赣州等创业聚集区召开上犹籍客户
恳谈会，邀请企业、商户、务工客户代表
面对面进行交流，宣传普惠金融，解答
金融业务咨询，听取普惠金融的相关意
见和建议，并建立微信联络机制。

该行以服务升级为目标，对现有助
农取款“村村通”、金融精准服务站进行
改造，升级成普惠金融服务站，率先打
造了水陂、园村等 5 个普惠金融服务
站，统一室内设计，统一门楣标识，添加
摄像头、保险柜、验钞机等便民设施。
服务站不仅延续了小额现金存取功能，
还作为柜台的延伸“窗口”，农户“足不
出村”就能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着力打
通农村普惠金融最后“100米”。

该行回归本源，发展普惠，合规经营，
在2018年综合考评中，荣获江西省联社业
务经营绩效考评优胜单位、党建工作综合
考评优胜单位，县委、县政府支持主攻工业
发展先进单位、安商服务先进单位等称号，
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倪永生）

普惠金融的上犹农商银行实践
——着力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100米”

关关注农商行

这几天，作为“赣鄱红色娘子军”
宣讲团成员，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副主
任医师郭璐萍正在井冈山参加宣讲
团第一期培训班的学习，为即将开展
的第二轮宣讲活动储备知识。

5 月 8 日至 12 日，郭璐萍参与了
宣讲团的第一轮全省宣讲活动，在南
昌、抚州等地与听众分享了自己的奋
斗历程与心路历程。前不久，她还获
评第六届江西省道德模范。

出生于 1976年的郭璐萍，曾在井
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习，1999年
进入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工作，
至今累计做过7000多例大小手术，没
有发生一起重大医疗差错，被评为医
院的服务之星。

2014 年 3 月，由江西省承担派遣
任务的中国第 21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
选拔组建工作开始，郭璐萍主动请
缨。她认为，能为祖国和家乡做一些
事情非常光荣。经过近 8 个月的培
训，当年 11 月底，郭璐萍与队员们抵
达突尼斯，在西迪·布济德省大区医
院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刚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时差
还没倒过来的郭璐萍，便很快投入工
作。面对繁重任务，她经常工作到深
夜，时常连续几天吃住在医院。碰到
情况危急的患者，还要独自一人承担
多台手术。有时累得站不住了，她就
坐在凳子上，坚持把手术做完。她成
功抢救了“前置胎盘大出血”产妇、产
后大出血至休克产妇；20分钟内成功

完成产妇大量脐带脱出抢救手术……
郭璐萍以精湛的医术、全身心的付出，
赢得了当地医生和民众的尊敬，收获
了珍贵的信任和友谊。在援非的一年
多时间里，郭璐萍共完成手术496台，
迎接了1436个新生命的到来。

不幸的是，郭璐萍持续高强度的
工作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2015
年 7 月，她已经出现了胸部疼痛和其
他身体不适症状，但仍坚持带病工
作。直到 2016 年 1 月，郭璐萍回国探
亲休假，并接受身体检查。结果出来
后，乳腺癌中晚期，必须接受手术治
疗。手术后，她仍念念不忘重返突尼
斯，因为那里的病人太需要帮助了，
等着她回去做手术。郭璐萍全心全
意为受援国患者服务、用生命践行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
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的感人事
迹，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感动了社
会各界人士。郭璐萍先后荣获“中国
好人”“白求恩奖章”“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最
美医生”等殊荣。

如今，身体状况正逐渐恢复的郭
璐萍，工作之余，把更多的时间投入社
会公益活动，积极筹划搭建“璐萍疾病
诊疗平台”，为贫困的大病患者和疑难
病患者提供公益性救助和专业服务。
作为中国援外医生代表，她多次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活动，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在撒哈拉唱响生命之歌
——记第六届江西省道德模范郭璐萍

本报记者 曹 耘

家庭医生
入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