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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鄱阳县志愿者利用双休日，对今
年洪水造成的各类垃圾进行打捞和清捡，守护鄱
阳湖“一湖清水”。

特约通讯员 卓忠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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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沙井路，环卫
工人顶着高温热浪进行下水道清理作业，美化净
化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7
月 29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省财政厅下拨自然灾害救
灾资金 2.27 亿元，其中省级资
金 2700万元，专项用于各地开
展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支出。

今年 6 月份以来，我省遭
遇大范围集中强降雨，中央财
政根据我省暴雨洪涝受灾实
际情况，迅速拨付我省救灾资
金 2亿元。加上省级救灾资金
2700 万元，全省已下达救灾资

金共 2.27 亿元。为帮助各地
解决救灾应急资金需要，6 月
中下旬，省财政厅对灾情总体
较重的吉安县等 10 个县（市、
区）专项调度第一批灾后恢复
重建资金11亿元；7月中旬，省
财政厅再次对受灾较为严重
的萍乡等 13 个市、县（区），专
项调度第二批灾后恢复重建
资金 13亿元，为全省防汛抢险
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支持。

2.27亿元资金救助受灾群众

本报吉安讯 （记者杨建
智）7月29日，吉安市县两级联
动，举行全市 76个工业项目集
中开工竣工活动，为推动吉安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作为今年吉安市举办的
第二次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活
动，此次集中开工竣工的 76
个 项 目 ，投 资 总 额 达 392 亿
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42 个，
投资 270 亿元；竣工项目 34
个，投资 122 亿元。据介绍，
此次集中开工竣工的工业项
目，突出了电子信息的首位

度，电子信息首位产业项目 41
个、投资 264 亿元，分别占全
部项目的 54%和 67%；突出了
吉泰走廊的引领性，吉泰走廊
区域项目 40 个、投资 270 亿
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69%；
突出了重大项目的支撑性，投
资 5 亿元以上项目 24 个、投资
291 亿元；突出了产业集聚的
关联性，项目中涵盖了线路
板、数据线、电子元器件、触摸
屏、显示屏、锂电池、智能手
机、平板电视等产业链上下游
产品，技术水平和集成性水平
均有显著提升。

吉安76个工业项目集中开工竣工
投资总额达392亿元

本报讯（邵平）7月29日，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志愿时
光专项基金启动仪式暨南昌
市西湖区志愿服务推进会在
南昌举行。活动旨在通过志
愿服务与“互联网+”深度融
合，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精准
化、信息化。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志
愿时光基金与西湖区共同推
进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体
系，是互联网技术与志愿服务

的有效融合。通过网上发布
任务，既解决互联网公益模式
普遍存在的难以落地问题，为
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精准的服
务数据，又为传统的线下志愿
者创造了服务平台，为社区居
家养老提供高效的志愿服务
及保障。志愿时光基金将携
手西湖区共同创建社区治理
和志愿服务常态化机制，建立
健全注册登记、技能培训、活
动管理、时间银行、法律保障
等服务体系。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志愿时光基金启动

“悦”读

本报讯（记者钟金平 实习生杨平）7月29日，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上半年，全省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全省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为 1012.5亿元，同比增长 3.5%；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62元，同比增长9%。

农业生产平稳，菜篮子供给充足。上半年，我省
农业农村经济有效应对了各类自然灾害风险，虽然
早稻面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67.6万亩，但由于措施
得当，及时采取补种水稻、换种旱稻、改种玉米或红
薯等粮食作物等方式，预计中晚稻及旱粮面积约
3500 万亩，比去年增加 160 万亩左右，这为全年粮食
生产基本面总体可控打下良好基础，全国粮食主产
省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省蔬菜、水产
品、禽蛋总产分别达854万吨、114.65万吨、24.2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3.6%、1.56%和 4.8%；家禽出栏 2.3 亿

羽，同比增长8.5%。
产业发展质效向好，绿色农业步伐加快。上半

年，全省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结构不断优
化。上半年，全省新增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
13 个，总数达到 38 个，3.4 万余家企业纳入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2556 家企业农产品实现了扫码入
市，预计上半年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
2855亿元，同比增长2.6%。

农村改革纵深推进，乡村面貌明显提升。上半
年，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列入整省试点，全省
21.2万个农村集体共核实资产990余亿元，其中核实
经营性资产 210 余亿元；在纵深推进农村改革的同
时，我省乡村面貌明显提升：上半年，我省启动了2万
个自然村组整治建设和 36 个美丽宜居县试点建设，
乡风文明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省农业农村经济稳中有进
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

7 月 26 日下午，北京、南昌一群医疗
专家刚下手术台或门诊，就匆匆赶往机场
或高铁站，赶到德安县开展义诊、讲学、帮
扶学科建设等志愿服务。

当日20时许，专家们汇聚德安县卫生
健康委，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吃一口热
饭，便“抢先”商量第二天的志愿服务工作
安排。“赣京医学专家团争分夺秒的工作
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德安县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27日 8时许，活动主办方在德安县人
民医院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健康扶贫——
赣京医学专家团义诊讲学活动德安站”启
动仪式后，专家们分头前往德安县人民医
院、德安县中医院开展手术示教、义诊、教
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和学术讲座等。

“根据检查，孩子的眼睛存在散光，要
及时配眼镜，防止进一步恶化。”“老人家，
根据检查，您患的是白内障，要尽快手

术。”27日8时30分，在德安县人民医院眼
科诊室，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易昀敏博
士忙得不可开交，患者来了一拨又一拨。

在德安县中医院门诊二楼，一位患者
陈某告诉记者，5 年前，由于受外伤，身体
经常不自主地颤抖，多地寻医问药没有
效果，生活难以自理。前几天听说有北京
医疗专家来德安义诊，今天一大早就同家
人来排队。

国家临床老年病研究中心、军保委会
诊专家彭楠对陈某的病情进行诊断后，建
议并指导他要开展镜前、助行器辅助、负
重、吞咽、刮擦、唱歌等训练。“真没想到，
以前去北京看病，知名专家号都挂不到，
现在竟然来到了家门口给我指导治疗，太
好了！”陈某看完病开心地对记者说。

…………
此次活动主办方之一的省中医药志

愿者联合会副秘书长黄湘介绍，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助力健康
扶贫，我省多部门联合组织北、上、广等
地医学专家来赣开展公益教学、义诊等
志愿活动，探索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
基层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途径，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据悉，志愿
服务将覆盖全省各个县（市、区），此次德
安站活动是北京专家首次组团来赣参加
志愿服务。

据统计，7 月 27 日至 28 日，专家义诊
了1000多名患者，达成了多个学科共建意
向。德安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次活动不仅为德安县广大患者提供
了面对面的诊疗机会，还为基层医务人员
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现场观摩和学习机会，
搭起德安与赣京专家医学交流的友谊桥
梁，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这必将推动德
安医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以及当地卫生健
康事业的快速发展。

在家门口享受专家服务
“健康扶贫——赣京医学专家团赴德安站”剪影

本报记者 钟端浪

我省上半年菜篮子供应充足

本报上饶讯 （记者吕玉玺）7 月 29 日，
记者从上饶市 2019 年上半年旅游形势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该市共接
待游客 1.1 亿余人次，同比增长 11.3%；实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100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2%。

精彩纷呈，文化旅游年系列活动应接不
暇。上饶围绕“可爱的中国 红色旅游年”的
核心目标，结合该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可
爱的中国”打造系列推广活动和产品策划，
先后举办了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交流现

场会、“可爱的中国”文化旅游年品牌发布会
暨万里行旅游推介会、“可爱中国 美丽江
西”香港旅游推介会等，进一步唱响了上饶
旅游文化品牌。

节庆不断，特色文旅品牌夺目非凡。首
届枇杷文化旅游节、第三届赣浙边际蓝莓
文化旅游节、第四届三清山空中越野赛……
为了杜绝节庆活动“自娱自乐”现象，让活
动更接地气、参与对象更广泛，上饶通过提
升品质档次、创新办节方式、助力经贸洽
谈、强化办节富民等措施，让旅游节庆活动

更有内涵、更有档次、更具吸引力。该市以
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果园采摘、
古村观光、书画创作等吸引八方来客；大力
发展“旅游+体育”，举办更多的体育赛事活
动，促进文化与旅游、体育与旅游的双向互
动。在三清山举行的 2019年第四届空中越
野赛中，就有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德
国、新加坡等世界各地 1000 余名选手参加
比赛，活动充分展示了“三清天下秀”形象，
扩大了三清山景区知名度，活跃了景区宣
传推广气氛。

多元推广，参与旅博会提升知名度。
该市通过参加各类文化旅游博览会大力宣
传上饶旅游，展现“大美上饶”的独特魅
力。上半年积极组织全市各景区参加了厦
门第十五届海峡旅游博览会、2019 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重庆第六届中国西
部旅游产业博览会，并选送了有特色、有创
意的旅游商品参展，全面展示了上饶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及特色旅游产品，提升了
上饶旅游的整体品牌形象，拓宽了上饶文
化旅游客源市场。

旅游人次过亿 收入过千亿元

上饶上半年旅游交出漂亮成绩单

7月25日，南丰县太源乡太源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陪着
村里的孩子阅读。暑假期间，该县172家农家书屋每日开
放，让假期中的孩子们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

本报记者 温 凡摄

7月26日，峡江县图书馆，学生在翻阅图书。暑假期
间，峡江县许多中小学生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的快乐。

通讯员 陈福平摄

东乡严查扶贫领域腐败
查处违纪案件15件

本报抚州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肖建华）
今年以来，抚州市东乡区纪委监委聚焦脱贫攻
坚突出问题，从严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深挖细查扶贫领域
顽疾，服务保障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东乡区纪委监委紧盯脱贫攻坚工作作风不
实、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并开展专项
督查，牵头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扶贫专项督查 4
次，在全区下发问责通报和督查通报9期，通报
曝光 76 人。与此同时，推进乡镇脱贫巡察、行
业扶贫巡察“全覆盖”。目前该区已完成对5个
乡镇的巡察，正在开展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城
市低保等领域的专项巡察。

此外，东乡区纪委监委建立扶贫领域专门
信访台账，对信访举报重大问题线索和典型案
件进行挂牌督办，实行“领导包案督办制”。通
过开展扶贫资金自查自纠、专项检查，共发现问
题20起，对存在的问题以红头文件和整改清单
的形式发送至相关责任单位，要求立即整改到
位。截至目前，东乡区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违
纪案件 15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5 人，组织处
理95人，实名通报曝光5起20人。

（上接第1版）
《意见》提出，要深化分类

改革，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
拓宽公务员队伍来源渠道，优
化队伍结构；强化培养锻炼，
提升能力素质；完善考核机
制，发挥激励鞭策作用。

《意见》要求，要坚持从严
管理，锤炼过硬作风，健全日
常管理监督制度，加强对公务
员的全方位管理，着力纠正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
题，严格依法依规开展考录、

培训、考核、职务职级任免升
降、奖惩、监督等工作。要加
强正向激励，激发公务员队伍
活力，突出重视基层导向，切
实为基层公务员松绑减负。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
（党组）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
公务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公务员队伍的重大意义，加强
组织领导。各级组织部门要
切实履行好统一管理公务员
工作职责，各级机关要履行好
公务员管理主体责任，努力开
创公务员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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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钟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