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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精准扶贫 助力脱贫不返贫
我市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本报讯 （钟和） 为贯彻落实 《景德镇市开展万名
干部结对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建立健全结
对帮扶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建档立卡贫困户长期稳定
脱贫基础保障，切实解决帮扶对象实际困难，近段时
间，我市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用实际
行动力行精准扶贫，助力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近日，市工管办及市邮管局帮扶干部们来到乐平
市礼林镇鲍畈村，与结对的 16 户贫困户进行“一对
一”帮扶。帮扶干部们一改过去送慰问金或生活物资
的传统做法，给贫困户带来了鸡苗和饲养技术书籍，
通过“授人以渔”
，以实现贫困户高质量脱贫。
市委老干部局于近日组织召开了扶贫攻坚业务培
训会。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思想认
识；要切实摸清贫困户的基本情况；要积极争取身边

可利用的扶贫资源，尽己所能为贫困户解决遇到的实
际困难及合理诉求。
近日，市公路管理局组织党员干部来到扶贫联系
点乐平市十里岗镇白塔村、南港村开展“结对帮扶、
党员同行”主题党日活动。各帮扶干部分别来到结对
帮扶对象家中，向贫困户赠送了慰问品，与贫困户促
膝交谈，向其宣讲扶贫政策；并针对结对家庭存在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共同商讨因户施策、精准帮扶的具
体措施。
近日，市供销合作社班子成员以及副科级以上干
部深入扶贫挂点村——昌江区鲇鱼山镇新柳村开展精
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与贫困户开展“一对一”帮
扶。该社班子成员还与村委会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该
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听取了意见和建议，商讨
了加强联系共建的措施。
日前，市国资委产业扶贫基地正式开工建设。据
悉，该基地位于乐平市浯口镇环琇村与赵家村交界处
的荒山小坡，约 60 亩，阳光照射充足，交通较为便
利。在对该地块进行土地平整、测量、翻土整理后种
植当季作物，年底将按照“四个一”的产业扶贫及镇

里的统一规划要求，种植油茶产业，确保全村每一个
贫困户短期退得出，长期稳得住，脱贫不返贫。
市科技局领导班子及副科级以上干部日前深入挂
点帮扶的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走访调研。大家深入到
各自结对帮扶的贫困群众家中走访慰问，给贫困群众
赠送生活实用书籍，与结对贫困户深入沟通交流，详细
了解他们近期的生产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困难和需
求。同时，该局一行人还深入田间地头，调研精准扶贫
产业方向，
与镇、村干部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近日，驻国资委纪检组深入综合监督单位驻村帮
扶的浮梁县两乡三村，开展扶贫执纪督查。督查组每
到一村，与驻村干部及村“两委”班子成员开展座
谈，详细询问了驻村干部驻村履职、精准扶贫政策落
实、帮扶思路和措施实施的情况，听取了特困群众生
活和产业帮扶进展情况介绍。
近日，市森林公安局领导带队深入乐平市山塘村
和昌江区良港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大家深入到各自
结对帮扶对象家中，详细了解帮扶对象的家庭情况，
并就如何脱贫与帮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为下一步扶
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徐瑛丹） 按照今年汛期过后试蓄水和明年
上半年正式蓄水的要求，浯溪口各项重点工程正在加速
全面扫尾。日前，浯溪口大坝土建标最后 7 个分部工程
顺利通过验收，这标志着浯溪口大坝土建标分部工程验
收工作全面完成。
据悉，浯溪口大坝土建标分部工程共 33 个，经长江
委质量监督站核备，合格 33 个，合格率 100%；优良 26
个，优良率 79%；主要分部工程质量等级全部优良，为
下一步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申报“大禹奖”“鲁班奖”奠
定了坚实基础。
另悉，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已获水利部“2015—
2016 年度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荣誉称号。

本报讯 （王添添） 近日，市林业局机关党总支采取实
地督查、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市直林业系统党建工作进行
了督查。
此次督查围绕《2018 年市直林业系统党建工作要点》
开展，严格按照《市林业局党建工作考核评分表》中的党组
织履行主体责任、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组织建设、制度建
设、作风建设、阵地建设、工作台账整理、党建品牌建设情
况等方面 46 项具体内容进行。
从督查情况来看，各单位更加重视党建工作，党建工
作业务水平较去年有较大提高，各党支部之间差距缩小
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部分党支
部“三会一课”部分内容坚持不够；党建工作台账整理不
够规范，各项工作记录、资料不够完善；主题党日活动
坚持不够，没有按规定建立主题党日台账。
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现场向各党支部进
行了反馈，并给予方法上的指导，要求各党支部落实主
体职责，对照党建任务要求，查漏补缺，及时整改到
位，不断加强和改进支部党建工作水平，确保全面从严
治党落到实处。

昌飞多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江非）
“安全生产月”期间，航空工业昌飞以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以强化安全红线意识、落实
安全责任、深入专项治理、深化改革创新等为重点内容，多
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该公司开展了安全文化宣传和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深
入基层、班组、科研生产现场，进一步推进各单位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法治规范约束作用，坚决遏制重
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该公司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在 LED 显示屏上宣传“安
全生产月”
“世界环境日”活动主题，营造良好活动氛围。此
外，组织开展安全承诺签名动员、
“ 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
以及班组安全管理培训等活动。
与此同时，该公司“党政一把手”带队进行安全专项检
查，重点检查相关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整改闭
环、危险化学品管理等情况。并进行了汛期安全专项检查，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各类救援演练活动。

景德镇市2018年度第3期
“瓷都好人”候选人公示
经各县（市、区）文明办推荐，市文明办遴选推出
“助人为乐好人”沈坤元、金建民；
“见义勇为好人”王
奥斌、周发春、朱寅生；
“诚实守信好人”刘文华、王雯；
“敬业奉献好人”袁浩；
“孝老爱亲好人”彭丁香、徐桂
琴，作为景德镇市 2018 年度第 3 期“瓷都好人”候选人
进行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受监督。如有意
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邮件、电话等方式在公示期间
向市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18 年 6 月 12 日—2018 年 6 月 18 日
联系电话：0798-8222154
电子邮箱：jdzwmb@163.com
地址：景德镇市胜利路 1 号
邮编：333000
景德镇市文明办
2018 年 6 月 11 日

我市铁路部门端午节期间
将增开多趟临客
本报讯（朱振龙 记者 甘牧）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为
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景德镇站、景德镇
北站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将分别增开多趟临客。
景德镇站具体车次为：6 月 15 日加开 K5873/2 次九江
——景德镇临客，九江 12:18 始发，19:00 终到景德镇。6 月 18
日加开 K5875/8 次景德镇——九江临客，
景德镇 14:30 始发，
21:15 终到九江。K5875/8 次南昌至九江间经京九线运行。
景德镇北站具体车次为：6 月 15、16、18、19 日，加开
D9858/5 次南昌西——南昌临客（经沪昆、合福高速线，衢
九线，昌九城际运行），南昌——南昌西加开 D9856/7 次（经
昌九城际，衢九线，合福、沪昆高速线运行），6 月 15、16、18
日分别加开 G9832/3 次南昌西——上饶和 G9834/1 次上饶
——南昌西临客。此外，6 月 10 日至 30 日期间，景德镇北站
每日还将加开武汉——黄山北的 D4171/4 次和黄山北——
武汉的 D4173/2 次列车。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 12306 网站
公告，了解详细车次信息。

市人社局扎实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文豹 李勇赛）为扎实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周活动，从 6 月 11 日至 17 日，市人社局在全系统广泛开展
“节能降耗，保卫蓝天”系列节能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创
建节约型机关。
活动中，该局举办了节能知识专场讲座，组织全局干
部职工观看节能视频，灌输公共节能理念，并要求局属社
保、就业和技校等单位全面落实抓好公共节能工作，确保
节能行动全覆盖。此外，该局多方位营造浓厚的节能宣传
氛围，向全局干部职工发出“节能降耗，保卫蓝天”倡议，在
所有办公楼道场所张贴了宣传图片，在醒目位置制作摆放
了宣传展板，在一楼办事大厅电子屏幕上滚动游走宣传口
号，并向办事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同时，该局还开展了“我
节约、我光荣”光盘行动。
在宣传周期间，该局还组织人力对机关所有办公场所
的水、电和办公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一方面对跑、
冒、滴、漏的水管及时维修，要求每个科室的空调在夏天不
得低于 26 摄氏度，杜绝长明灯；另一方面对各个办公室的
电脑、打印机进行排查，将能耗高、效率低的办公设施更换
成新节能型产品，节约每一度电。

浯溪口大坝土建标分部
工程验收全面完成

市林业局开展党建工作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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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下午，珠山区昌江街道举行以“美丽生活 你我共
建 创造幸福未来”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以生动的表演、有趣
的知识问答等内容感染居民加入共建队伍，为文明城市的创建贡
献珠山力量。
（记者 刘定远 摄）

小案不小 一个耳光带出涉恶案件
陶瓷工业园公安分局深挖细查治安案牵出一起受雇他人插手纠纷的涉恶违法团伙
本报讯 （记者 程丽媛） 近日，陶瓷工业园公
安分局秉着“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
行动精神，不惜用“大炮打蚊子”的方法，成功破
获一起看似治安问题的涉黑涉恶案件。
5 月 14 日下午，陶瓷工业园公安分局接到报警
称，有 4 名青年男子到受害者公司，以谈业务为
名，无故扇其一个耳光，并在离开前进行语言威
胁。接到报案后，该分局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了调
查。初期由于没有发现任何矛盾点和有价值的线
索，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随后，民警通过梳理
海量视频发现，案发时这 4 名男子乘坐的是一辆套
牌奥迪轿车，虽然在作案后立刻更换了车牌，但民
警还是注意到案发前该套牌车辆前面曾系过一朵白

花。通过研判，办案民警锁定了当天殡仪人员及车
辆，并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殷某捉拿归案。经审查发
现，该案幕后指使系程某，因在业务上同受害人产
生利益纠纷而怀恨在心，于是唆使殷某等人殴打受
害者。经过民警深挖后，又带破涉毒案件一起、假
冒机动车车牌案一起。目前，该案所有涉案违法嫌
疑人均被行政拘留，该案中涉及到的其他违法行为
也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扫黑除恶在行动

昌江街道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瑶里镇举办预防近视专题讲座

本报讯 （陶莹） 珠山区昌江街道是老城
区，房屋以老式板壁结构居多，消防隐患较
多。为此，该街道综治中心于近日开展了“小
巷讲堂”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为辖区居民宣讲
消防安全知识。40 余名群众参加培训。
讲座由江西省安居防火中心张教官主讲。
他结合近年来发生的高层建筑火灾案例、公共
场所火灾案例、家庭火灾案例，就日常消防安
全基本知识、消防器材的使用、疏散逃生的方
法、初起火灾的扑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本报浮梁讯 （张钰琳） 近日，浮梁县瑶里镇邀请
市残联第一视力康复中心专家来到该镇寺前小学和东
埠小学举办预防近视专题讲座。近 300 名学生参加了
本次讲座。
专家从“近视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正确爱护我
们的心灵之窗”“如何正确矫正视力和配制防控眼
镜”等方面对预防近视知识进行了讲解。整场讲座生
动形象，期间，专家还与孩子们积极互动，并就如何
预防近视给孩子们提出了具体建议。讲座结束之后，
专家还为在场的学生做了眼健康检测。

（上接 A1 版） 6 月 1 日，昌江区成立 2 个专项巡查检
查组，组织环保、安监、市场、消防、城管、公安、水
务、环卫、吕蒙乡等单位，分别对焦化周边环境卫生
和附近中小企业环保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细致、深
入的排查和整治。
详细摸排，整治“散乱污”企业。6 月 1 至 3 日，
由区环保局牵头组织的综合执法组对历尧村周边
“散乱污”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排查，共计排查企业
（作坊）37 家，部分企业未办理环评手续。针对此情
况，综合执法组立即形成并下达整改意见，要求已
办理环评手续的企业做好清洁生产，并定期清理固
体废物；要求未办理环评手续的企业立即停产整
治，限期 15 天内完成废气、废水、固废等整改工作，
整改完成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否则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全面清理，整顿周边环境卫生。自 6 月 1 日下午
开始，昌江区组织区城管、环卫等单位联合吕蒙乡、
历尧村对景焦集团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理。加大
“两违”打击力度，取缔岚山大桥旁大型沙场一处，
拆除一处非法集装箱 60 平方米，拆除岚山路违建木
架棚 10 平方米。全面清理岚山路建筑垃圾和渣土垃
圾，共出动装卸车 2 辆、挖机 2 辆、渣土运输车 10 辆，
清理亮亮物流库存货物 10 余吨；集中清理建筑垃

圾、渣土垃圾 169 车 1860 吨，累计装卸车、挖机工时
95.5 小时，同时针对岚山路乱倒垃圾、散装渣土进行
24 小时抓控。加大对历尧对面昌江沿岸垃圾集中清
理整治力度，出动人员 30 余人，清理河岸垃圾 60 余
吨，耗资 2 万元，购置防护网对河岸裸露泥土进行安
全措施防护，防止河堤滑坡。加强历尧沿街市容整
治，拆除广告牌 7 处，清理违规横幅 5 条，查处散装
渣土未覆盖车辆 4 辆；对周边生活垃圾死角进行排
查清理，拆除旱厕 3 座、路边菜园篱笆墙 200 米，加
大日常垃圾清运和清扫保洁力度。
广泛宣传，用好群众工作“法宝”。为广泛发
动群众积极参与，切实营造上下一心整治环境的
浓厚氛围，作为属地的吕蒙乡和历尧村，加大对
环保等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环境保护
意识，形成全党动员、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在
乡、村干部耐心细致的工作下，村民思想发生 180
度的大转变，由原来的抵触、不理解到主动拆除
自己家里有碍观瞻的建筑物。尤其是在污水处理
站建设方面，历尧村全体干部上户向村民进行耐
心讲解，克服重重困难，帮助群众排除对污水处
理站建设的疑虑。6 月 5 日历尧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已正式开工建设，我市的污水环保处理工作又将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市公路管理局开展
工程项目月度督查
本报讯 （龚露） 6 月 8 日至 9 日，市公路管理局组成
专项督查组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月度综合督查，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督 查 组 一 行 先 后 实 地 踏 勘 了 G206 国 道 品 质 工 程 、
S404 东三线品质工程、S207 昌飞至新桥升级改造项目、
S507 竟成至吕蒙大中修项目及慈义公路驿站建设、沥青
搅拌站建设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环保、质量管理、
安全生产、施工进度、廉政建设及地方协调、推进措施等
情况，细致查看了各参建单位项目管理内业资料，并召开
了督查反馈会。
督查组要求各参建单位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把工作的
着力点放到推进项目建设上，加强分析梳理，找准根源所
在，建立目标清单，逐一明确具体任务完成时间节点，相互
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抢时间、加进度，依法依规推进项
目建设；牢固树立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观念，加强风险防控
体系建设，强化项目标准化管理，抓好质量过程控制，确保
工程项目建设圆满完成和全面创优。

大力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持续深化作风建设造福老区人民
（上接 A1 版） 刘奇静静参观旧址陈列、细细体会红色历
史。他要求创新体制机制，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建设更加具
有吸引力的红色文化阵地，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
接受红色教育。
刘奇十分关心萍乡市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
工作。来到萍乡海绵城市创新基地考察，刘奇看规划、听介
绍、看产品，详细了解海绵城市建设推进情况，要求制定建
设标准，打造平台、吸引人才，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带动海
绵产业加快发展。见到格丰科技董事长奉向东正在推介产
品，刘奇与他亲切交流。得知企业发展迅猛，刘奇很高兴，
希望企业扎根江西，不断做优做强做大。刘奇还考察了江
西莲花丝路科技、金桥焊材萍乡公司等企业，察看了安源
镇张家湾村雷打眼地段矿山环境整治情况，并临时改变行
程，中途停车检查了萍水河支流水质状况。他要求萍乡市
坚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利用新技
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考察莲花县坊楼镇田垅村脱贫攻坚工作时，刘奇与
贫困群众亲切交流，询问致贫原因，详细了解脱贫攻坚举
措，
要求全力抓好脱贫攻坚这个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激励贫困群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我市加快构建防洪减灾保障体系
（上接 A1 版） 其他涉及防洪公共安全的小型水库及三级
以下堤防按照小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体制改革要求，落
实专人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工程面貌干净
整洁，逐步达到国家规定的养护标准。
依托世界银行技术和资金支持，根据实际需求，建设
一套集管理决策支持、防洪调度指挥、意识增强与公众参
与以及相关技术培训等内容于一体的洪水风险综合管理
系统，可有效降低中心城区洪涝灾害风险。市洪水风险综
合管理系统建设在全国中小城市中尚属首例，项目总投资
9530 万元，其中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5922 万元。由国际知名
的丹麦 DHI 公司和河海大学联合开发的市洪水风险综合管
理决策支持系统正在进行试运行。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市
洪水风险评估、风险管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公众参与等
提供科学支撑，对提高全市洪水风险管理水平、最大限度
地减少洪水灾害损失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