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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 2828 日日，，南昌市沿江路挂满了国南昌市沿江路挂满了国
旗旗。。““十一十一””临近临近，，南昌城区国旗飘扬南昌城区国旗飘扬，，灯笼灯笼
高悬高悬，，处处洋溢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处处洋溢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朱文标摄

喜迎国庆喜迎国庆

本报讯 （记者刘勇、张武明）9 月 28
日，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部署落
实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
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试行）》。省
委书记强卫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我们
要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增强
落实“两个责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扎扎
实实抓好省委《意见》的贯彻实施，进一步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大力推进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

省长鹿心社主持会议，省领导黄跃
金、莫建成、姚亚平、周泽民、王文涛、周
萌、魏小琴、朱虹、李贻煌、张忠厚、刘铁流
和郑为文在南昌主会场出席会议。

强卫指出，落实“两个责任”，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战略思
考，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重要制度性安排。各地各部门要从全局和
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意义，始终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增强落实“两个
责任”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强化协调配
合，做到党委“不松手”、一把手“不甩手”、
纪委“敢出手”，“两个责任”齐抓共管、同向
发力，形成互动效应、提升整体合力。

强卫指出，省委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
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制
定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试行）》。各地
各部门党委（党组）、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
学习讨论、深入理解、认真贯彻。各级党
委和纪委要梳理各自责任要求，针对近年
来本地本部门发生的腐败问题，教育实践
活动中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容易发生权
力滥用、滋生腐败的重点部位，提出务实

管用的、针对性强的具体办法。要严格实
行责任倒查制度、“一案双查”制度和公开
通报曝光制度，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又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既要倒查党委
的主体责任、又要倒查纪委的监督责任。

强卫指出，要进一步把建设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引向深入。要深刻认识到反腐
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上
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要进一步加
强巡视工作，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
问题突出就巡视谁，什么问题严重就专门
盯紧什么问题。要树立常态化长效化思
维，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继续抓好
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深入推进“连心、强
基、模范”三大工程，以钉钉子的精神锲而不
舍地把作风建设各项工作抓下去。要严明
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和省委的规

定，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纪律的教育，切实
把党的纪律转化为匡正行为的硬约束。

强卫强调，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根本目的是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全省各地各部门
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
一要务，树立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进取精
神，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聚焦到推动发展
升级上来，做到既要廉政、更要勤政，既要
干净、更要干事，既要谨慎、更要担当，统
筹抓好中央和省委部署的各项工作，确保
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为实现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上，上饶、吉安、赣州、省交通运输
厅有关负责同志剖析了本地本部门近期
查处的腐败典型案件，就下一步如何履行
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作了表态。

强卫在全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切实增强落实“两个责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进一步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鹿心社主持 黄跃金出席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国庆期
间，我省各地各级宣传文化部门提
前部署，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富有特色、亮点纷呈
的文化惠民活动。

本土原创的民族歌剧《回家》9
月23日晚拉开了江西优秀剧目公益
大展演帷幕，至 10 月 25 日，在今年

“江西风景独好——北京·江西文化
月活动”中取得良好反响的7个优秀
剧目，将陆续在江西艺术中心为群众
精彩上演。省图书馆组织了展览《矢
志强军 为国铸箭——中国航天创建
58 周年图片展》，讲座《莫言的文学

世界》、《厚德方能载物》、《激活红色
基因 弘扬红色精神继承和发扬苏
区干部群众工作作风》等。省木偶剧
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新余、南昌演出
人偶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
剧目。除了在南昌剧场定点演出，省
京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还将送戏到永
修、南昌县等地的农村。

“十一”期间，各设区市紧扣“我
们的中国梦”主题，结合“百姓大舞
台 大家一起来”、农村文化三项活
动、公共图书馆讲座与展览联盟等
江西群众文化品牌，开展各具特色
的文化惠民活动。 （下转B1版）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富有特色

国庆期间文化惠民活动亮点多

本报讯（记者张玉珍）晒行政审
批事项清单、晒税收执法权力清
单、全面推行同城办税……在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省地税
局坚持从纳税人最关心的问题入
手，从纳税人最需要的服务做起，
从纳税人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切
实履行好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的
双重责任，发挥好示范和指导作
用，传导压力，凝聚合力，着力打通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用推
进全省税收工作的成效检验作风建
设的成果。

省地税局坚持把整改落实贯穿

教育实践活动始终，把转变职能、简
政放权、优化服务等工作作为整改
重点，既把第一批活动自身整改工
作传导、落实到基层，又坚持上下联
动、上下协同、边查边改，抓好第二
批活动中全省各设区市和县（市、
区）地税局党组整改落实工作，使整
改落实工作取得实效。（下转B1版）

传导压力 凝聚合力

省地税局履行双重责任
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9 月 28 日，省委书记强卫、省
长鹿心社、省政协主席黄跃金在南
昌会见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
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

一句话新闻

在9月初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上，双胞胎
集团荣登中国企业500强第310位，比2013年进位23位；中
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151位，比2013年进位22位。这是
双胞胎集团连续两年蝉联中国企业500强，连续三年蝉联
中国制造企业500强，其饲料行业标杆性企业地位已确立。

在养猪业连续多年不景气的情况下，双胞胎集团作
为中国猪饲料销量第一的企业，困境中逆势发展，成为国
内罕见的产品供不应求的企业，每天销售收入过亿元，均
为现金提货。是什么支撑双胞胎集团搏击风浪、勇立潮
头，创造10年饲料销量年均复合增长率50%的奇迹？

专注专业，只做好猪料
双胞胎集团前身是赣州赣南饲料厂，1998年改制成

立江西华利饲料有限公司，以做鸡鸭料为主，因利微，以
量大求发展。2005年成立双胞胎集团，完成从国企向民
营企业的转型。双胞胎集团成立之初，当家人鲍洪星做
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主动放弃优势明显的禽料市场，
转而进军并不擅长的猪料市场。

公司的组织构架、资源配置和分配制度也进行了相

应的重大改革。营销部一分为二，成立猪料营销公司和
禽料营销公司，公司 80%的人财物配置到猪料上，考核
的权重向猪料倾斜，工资和奖励与猪料进行强挂钩……
事实证明，这次主动放弃，为“双胞胎”开启了一个更加
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专注于猪饲料，把猪饲料细分市场做深做透，专注
与专业成就了双胞胎集团的快速发展。公司生产的猪
饲料，覆盖从乳猪到大猪成长的各个阶段。

仔猪拉稀是影响仔猪成活率的最大杀手。双胞胎
集团推出的乳猪奶粉、乳猪料、仔猪料就有效解决了这
一难题。与产品相配套，推出“420科学养猪模式”以及
改进后的“双胞胎62040模式”。一头乳猪从出生7天开
始用奶粉诱食，到25天断奶后喂乳猪料，63天接着喂仔
猪料，95天长到95斤，成活率95%。

好的产品与科学饲养模式融为一体，双胞胎集团以
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技术和全新的思路打造出引领行业
发展潮流、改变行业竞争格局的划时代产品——双胞胎
乳猪料！当前中国乳猪料市场，“双胞胎”占比全国第
一，达20.6%。

省时省力，简单创造价值
做深做透市场仅仅细分养殖阶段还不够，还要细分用

户。“双胞胎”的崛起与对目标用户的不断调整、优化密不可分。
2006年以前，“双胞胎”只做散户，2006年以后随着规

模养殖的逐步兴起，目标用户锁定为30至50头母猪养殖
规模、自繁自养的客户，现在主要以规模猪场的客户为主。

服务散养户，就要琢磨散养户的饲料使用习惯。南方
养猪是大米煮稀饭加一包浓缩料，每天都得煮稀饭，非常

麻烦。如何解放农村劳动力？2003年双胞胎集团率先将
膨化技术引进饲料行业，对玉米、豆粕等原料进行高温、高
压膨化处理，农民过去煮饲料的过程被现代工艺取代。

经膨化、粉碎、制粒等工艺制成的饲料，闻着香、味
道好，让猪大开胃口。1碗料，4碗水，农民就像冲速溶咖
啡一样，轻松喂猪。膨化饲料经过充分消毒并熟化，猪
吃了不易得病，不会因消化不良而拉稀，营养更易吸收，
猪长得好、长得快。膨化技术的运用，引领中国养猪饲
喂模式的革命，终于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
出来，并走上了规模化养殖的道路。

对于用户，“双胞胎”的简单在于，不强调售后服务，
而强调服务在前。董事长鲍洪星说：“我先告诉你猪怎
么养、料怎么用，你不可能养不好。”

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养殖效益，如何把住质量关？总
裁邓书甄简单概括为一句话：“以养殖户的利益为中
心。”他认为只有端正经营理念，端正心态，养殖户用了
有赚头，生意才能长久。为此集团把控质量有三条原
则：首先是原料好，集团与国内外知名大公司合作，拥有
国内一流的高精密仪器、专业的检测团队、完善的检测
制度、稳定的质量检测控制体系，所购原材料确保无霉
菌毒素；其次产品新鲜，集团的存货周转率每季度 2.84
次；第三就是配方研发注重营养平衡。

确保饲料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把喂养技术模式统
一，养猪的每个阶段都有标准化的特定产品与用量，养
猪变得简单、高效，这是双胞胎集团一直推广的复制战
略，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把新产品、新技术变为简单的
傻瓜技术，从而便于最大范围的推广应用。这也许是

“双胞胎”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 （下转B1版）

10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
——饲料王国的“双胞胎现象”

本报记者 鄢 玫

行走吉安，城区处处透绿，绿得精致；近郊生
态显绿，绿得自然；乡村绿意融融，沁人心脾。

吉安的绿不是一种点缀，而是一个城市未来
可持续发展的民生工程；吉安的绿不是一两个景
点或公园，而是一个“城在林中，林在城中”与大
自然融合的完整城市森林系统。

日前，吉安市正式获批国家森林城市，距离
2011年该市正式申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已近4年
光阴。这期间，吉安用饱含生命色彩的浓绿撰写
着成长日记；这 4 年，吉安踏出坚实的步伐，开辟
了生态宜居城市的绿色空间，一座国家森林城市
亮丽展现在世人面前。

坚持生态优先的取向，护绿增绿扩绿
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省造林

绿化、城市绿化先进设区市……在收获众多绿色
荣誉之后，快速奔跑的吉安再次冲刺，目标直指
国家森林城市。

从“绿化”到“生态化”，吉安坚持生态优先的取
向，舍得出力、舍得投入、舍得让位，积累绿色财富。

近年来，吉安市确立“文化庐陵、山水吉安”
的城市定位，全面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市财政投入 30 多亿元，扎实开展“森林十创”，既
对各类空地、边角地、公共地大力实施增绿补绿、
拆墙透绿、见缝插绿，又置换出城中商业地块建
设公共绿地，对城市周边山林全面实行封山育
林，实行市立公园制度，强化生态红线管控，不遗
余力护绿增绿扩绿。同时，市四套班子领导直接
参与绿化活动，带动每年参加义务植树人数达
257万人次，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86.6%。

为将庐陵文化中的红色文化、书院文化、陶
瓷文化等融入绿化规划和建设中，吉安市高标准
完成《十万工农下吉安》雕塑、将军公园、青铜文
化公园、吉州窑遗址公园、天祥公园等森林生态
文化主题园建设，建立森林文化广场 13 个，森林
生态文化教育示范基地 26 处，并建成森林博物
馆、珍稀植物园和 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62 个森林公园，实现红、古、绿交
融交汇，传承和延续了吉安厚重的人文记忆。

近年来，该市累计完成造林 24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7.6%，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45.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6.97平方米。

坚持城乡一体的理念，编织森林锦绣
坚持城乡一体的理念，吉安推进“森林进城”与“园林下乡”，从城市到农村，不

同层次的“绿”紧密相连又相互呼应，织成一幅绝佳的城市森林锦绣。（下转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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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融合主动融合，，挺进舆论新战场挺进舆论新战场
——江西日报社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纪实

（详见B2版）

本报讯 （记者张武明）记者 9 月 28
日获悉，省委日前印发《关于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
意见（试行）》，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坚决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进一步形成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强大合力，推动建设全省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发展升级、小
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提供坚强
的纪律保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的
部署要求，推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意见》从全面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纪委监
督责任、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完善落实
保障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厘清了党委
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基本内涵
和具体要求，为全省落实“两个责任”
提供了根本遵循。

《意见》明确了各级党委（含党组、党

工委，以下统称党委）的 15项主体责任，
并从党委领导班子、党委主要负责人、党
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三个层面予以明确
细化。党委领导班子主要有加强组织领
导、选好用好干部、深化作风建设、维护
群众利益、坚决惩治腐败、推进源头治
腐、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加强和改进巡
视工作、加强廉政教育这九条责任；党委
主要负责人主要有强化领导责任、管好
班子带好队伍、当好廉政表率这三条责
任；党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主要有强化
责任担当、加强日常管理、自觉接受监督
这三条责任。《意见》同时明确了各级纪
委有加强组织协调、强化纪律监督、加强
监督问责、严肃查办案件、维护党员权益
这五条责任。

《意见》强调，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
监督责任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对落
实“两个责任”不力的，要按照《关于实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严肃实行
责任追究。 （下转B1版）

省委出台《意见》
确保“两个责任”落实

●对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发生对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放任不管纪违法行为放任不管、、压压
案不查或阻挠调查案不查或阻挠调查；；在任期内在任期内，，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发生重大腐败窝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发生重大腐败窝
案案，，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腐败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腐败案件（（主动查处的除外主动查处的除外））
等等，，要追究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要追究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责人的责任人的责任

●对压案不查对压案不查、、瞒案不报或瞒案不报或包庇袒护违纪违法行为包庇袒护违纪违法行为；；对本地本对本地本
部门本单位主要领导部门本单位主要领导、、班子成员腐败问题失察或不报告等班子成员腐败问题失察或不报告等，，要追究要追究
纪委和纪委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纪委和纪委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