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责任编辑 张 平 李 滨

（详见第5版）

半面红旗映初心
——走近临难不屈的苏区好干部胡海烈士

（详见第8版）

一枚银闪闪的印章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JIANGXI DAILY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江西新闻客户端

2019年7月

30
星期二

己亥年六月廿八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5493号

今日12版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聚
焦答好“时代之问”，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本

职工作结合起来，有力推动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该厅由厅领导领题，围绕保障性住
房管理、城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分类、装
配式住宅建筑等四大民生专题，进企业、
走社区、访民情、摸实情、破难题。

调研组在赣州调研多个保障房小
区，倾听基层党员干部和困难群众对加
强保障性住房管理的意见建议，对发现
的11个具体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在宜
春和九江，调研组查找梳理城市污水处

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高安市生
活污水处理厂发现进水浓度存在不稳
定且幅度较大问题，调研组要求有关部
门查明原因，有针对性地整改。

针对我省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垃
圾收集设施配置不到位、垃圾分类转运
车辆配置不合理、垃圾混装运输等问
题，省住建厅要求各地持续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作为全国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
设试点省份之一，我省近年来装配式建
筑发展迅速。为推动全省装配式建筑
更好更快发展，该厅将在年底前开工建
设一批示范项目，争取试点工作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省住建厅注重在调研中解决问题

牢记嘱托开启新征程 感恩奋进描绘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 实习生田
雨）7月28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
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已横向联通48个
省直部门，纵向贯通11个设区市，累计
归集各类信用信息14.5亿条，实现全省
法人和部分重点人群信用信息归集全
覆盖。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可
被记录、使用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越
来越多，这些信用信息分散在银行、法
院、民政等众多部门机构，成为“数据孤
岛”。2016年2月，江西省级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上线运行，推动政府信用信息交
换共享，目前平台不仅联通省直部门和
设区市，还联通国家平台。今年上半年，
通过平台数据交换或接口方式自动获取
了省公安厅、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系统的数据共计
400万条，并通过平台接口，向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系统、网上审批系统、阳
光发改、公共资源交易等系统提供了59

万余条数据共享及信用信息查询。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我省以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所归集的信用数据为
法定数据，及时发布守信、失信信息，为
政府各部门实施联合奖惩提供信息支
撑。截至今年6月底，平台已发布守信
信息73类72万余条、失信信息70类26
万余条，其中，纳入联合惩戒备忘录的
严重失信信息 19383 条。同时，强化重
大项目筛选和项目资金安排、进出口效
率、道路客运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信用信
息分类监管，累计对1330个信用主体实
施联合惩戒。开展全省涉政务、金融、
电子商务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第一
批42家失信政府机构已经全部履行义
务退出名单，2592家涉金融失信企业治
理比例达到100%，20家失信电商企业完
成治理。100余家企业因存在失信行为
在招投标活动中受到联合惩戒，积极整
改并申请信用修复，对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意义重大。

我省法人信用信息归集全覆盖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累计归集数据14.5亿条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公
务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
事）部门把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公务员法
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把贯彻实施
新修订的公务员法与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公务员队伍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务员
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依
法管理和培养锻造公务员队伍。

《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公务员
队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首
要任务、考试测查的重要内容和考核监
督的重要方面，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
贯穿融入公务员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
面，推动广大公务员加强政治历练，培
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足岗
位、履职尽责，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
使命建功立业。 （下转第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法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
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李鹏同志的遗体，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

命公墓火化。
李鹏同志因病于2019年7月22日

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李 鹏 同 志 病 重 期 间 和 逝 世 后 ，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9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鹏同志”，横
幅下方是李鹏同志的遗像。李鹏同志
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
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在哀乐声中缓

步来到李鹏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李鹏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李鹏
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
涛在外地送花圈，对李鹏同志逝世表
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李鹏同志生前
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李鹏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到八宝

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
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本报讯 （宗祎）7月29日，省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加强意识形态等工作。省委书
记刘奇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
第九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要结合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改
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推动改
革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我们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把深化改革攻坚与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坚守改革初心，
提高改革自觉，坚持真抓实干，激励基层创
新，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把改革推向深入。
要始终坚守改革初心使命，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让改革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推出
更多改革新招实招，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新
期待，着力推出一些更有针对性、开创性的改
革举措, 推出一批有江西地方特色、能解决实
际问题的改革举措，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
动力活力。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坚决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旗帜鲜明地为
勇于探索创新的干部鼓劲，以钉钉子精神抓
改革落实，推动改革走深走实，确保改革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议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维护意识
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我们
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斗争精
神，既要唱响主旋律，把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等大事喜事办好，也要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切实维护好政治安全和意识
形态安全。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弘扬伟大爱国
主义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研判预
警，建立健全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强化责
任落实，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营造和谐
稳定、安全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

会议听取了全省“扫黄打非”工作情况汇
报。强调，做好“扫黄打非”工作，对于维护意
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意义重大。要坚决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加大工作力
度，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加强查堵打击，坚决
守好阵地，抓好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以
敢打必胜的决心信心，推动“扫黄打非”工作
向纵深发展，不断净化我省社会文化环境。

省
委
常
委
会
召
开
会
议

传
达
学
习
中
央
深
改
委
会
议
精
神

研
究
部
署
加
强
意
识
形
态
等
工
作

刘
奇
主
持

本报讯 （记者刘勇、魏星）7 月 29
日，省委书记刘奇主持省委中心组集体
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内蒙古考察并
指导开展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要求。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担当，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
宗旨，以实打实的举措答好“时代之
问”，努力推动全省主题教育高质量、有
特色、走前列。

易炼红、李炳军、孙新阳、毛伟明、
尹建业、刘强、殷美根、陈兴超、赵力
平、施小琳作了发言，姚增科等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

发言中，省委常委同志围绕学习内
容，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谈
落实措施。会议邀请了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省市场监管局副巡视员杨莹分
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的体会，介绍了抓机关党建和联系服
务群众的经验做法。

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刘奇强调，

——要在学习教育上再抓实，以更
强自觉深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把学
习教育引向深入，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
伐，坚持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联系
实际学、笃信笃行学，不断提高运用新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着力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切实把学习成
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上，体现到推动
江西各项事业发展上。

——要在政治品格上再锤炼，以
更大定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从红
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切
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
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
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要在检视问题上再深入，以更
高标准抓好整改落实。坚持把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强
化政治担当，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打
好整改落实攻坚战，真正把问题找实找

准，把根源挖深挖透，明确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坚持开门搞整改，认真听取
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切实解决影
响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解
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群众
真正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
气象。

——要在从严治党上再强化，以更
严要求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始
终把抓好党建作为第一政绩，认真贯彻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
线，全面提高省直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
水平。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
整治“怕、慢、假、庸、散”作风顽疾，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减轻基层负
担，全面落实党建责任，夯实基层基础，
努力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
帜，每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
斗堡垒。

刘奇主持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色走前列
易炼红李炳军发言 姚增科出席

本报讯（记者李冬明）近期持续晴
热高温天气导致全省电力迎峰度夏面
临考验。7月29日，省长易炼红主持召
开电力迎峰度夏工作调度会，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多方发
力，进一步提升电力保障能力，解决电
力供需矛盾问题，确保全省平稳迎峰度
夏，做到保民生、保安全、保重点，让人

民群众更加满意。
省领导毛伟明、吴晓军出席调度

会。
易炼红在讲话中肯定了近年来我

省电力事业发展取得的长足进步。他
强调，面对当前电力供需矛盾问题，要
强化责任担当，各发电企业要落实好
稳发满发责任，各电网企业要优化安
排电力系统运行方式，政府相关部门
要加强统筹协调、为电力企业提供有

力支持，不断增进政企合力。要强化
运行调度，全力做好机组运行维护，统
调火电厂顶峰出力要在1800万千瓦以
上，统调水电厂顶峰出力要在260万千
瓦以上；全力做好电煤调运，努力确保
迎峰度夏期间电煤库存维持在 300 万
吨以上；全力做好电力外购，力争 8 月
份外购电高峰不低于240万千瓦，全面
提升满发满供能力。要强化运维检
修，加强输电线路和变电设施特巡，减

少线路故障停运，规范停电提前告知
程序，最大程度减少停电影响。要强
化电力系统安全生产，始终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坚决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
做好电力供需两侧管理，着力强化需
求侧管理，突出保重点，适时缩短或停
止城市夜间景观、户外广告等用电，切
实做好错峰避峰工作。要强化项目推
进，加快推进分宜电厂扩建工程、瑞金
电厂二期等项目建设，加大电网项目
投资力度，加强骨干网和配电网建设，
加快提升电力供应能力。省发改委等
政府相关部门要紧密跟踪国家政策，
加强汇报衔接，争取对我省电力项目
的更多支持；超前谋划，为“十四五”乃
至更长时期的电力发展奠定基础。

会上，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省发
改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电力迎峰度
夏相关工作。

易炼红主持召开电力迎峰度夏工作调度会时强调

解决电力供需矛盾问题
确保全省平稳迎峰度夏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 实习生刘
姝嘉）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金融业发
展座谈会上获悉，我省将保持信贷投放
规模合理增长，确保增速守住全国“第
一方阵”位置，全年新增贷款达到 4500
亿元以上。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降成本
优环境”金融定向帮扶，推进“江西省一
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开展“金
融精准服务月”活动，综合施策破解“三
农”、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6
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828.02

亿元，“三农”贷款余额12268亿元，占全
部贷款比重分别达到32.37%、36.67%。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水平，开
发性、政策性银行将加大“长江经济
带”、扶贫开发、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
设等领域的资金投放。各驻赣银行机
构和地方法人银行围绕我省实施创新
型省份建设、“大干项目年”活动、培育
打造“2+6+N”产业集群等重大部署，
为省内重点企业、成长型科技型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等提供差异化、特色化
金融服务。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水平

我省确保全年新增贷款
达到45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