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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偏远乡镇30年，在距离浮梁县城70多公里的
边界乡镇西湖乡工作17年，计福根始终不忘入党初心，
牢记为民使命，从一个普通干部到乡党委书记，始终不
改朴实本色与乡土情怀，奔走于田间地头，长年一身农
民打扮，带领乡亲们抓项目、抓产业、抓生态、抓交通发
展，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乡亲们都打心眼里信服他，
亲切地称他为“农民书记”。

矢志不渝谋发展 誓把青山变金山
如今的西湖乡满眼苍翠，秀丽整洁，交通便利，平

坦的柏油路四通八达，人民安居乐业。一到周末假期，
各地游客纷纷前来休闲度假。

可有谁能想到，曾经的西湖乡，是偏远落后的代名
词，交通闭塞，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往外界，每天只
有两班客车，到县城要两三个小时。村民的茶叶、山货
卖不出去，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在全县垫底，是多
年的省级贫困乡镇。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湖人，计福根从2002年回
到西湖乡工作时，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西湖乡的面貌。十
七年来，乡里的干部换了很多批，但只有他坚持在这个
全县最偏远的乡镇不肯走。计福根清醒地认识到，要想
改变西湖乡的命运，首要任务是交通建设。因此，他在
西湖乡无论是担任副乡长、乡长还是党委书记，一直不
遗余力地争取各方面支持来把西湖的路修好。在2010
年祁浮高速规划设计时，计福根就敏锐地意识到高速
路出入口对西湖未来长远发展不可或缺。因此，他积极
向市、县各级领导建言献策，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多
次与省高速主管部门沟通对接，最终争得在西湖乡设
立高速路出入口，使西湖乡与景德镇市区的公路行程
时间缩短了近三分之一，进入了景德镇市的“1小时经
济圈”，为当地群众出行、商业贸易，尤其是茶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交通便利，也为西湖乡旅游长远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如何利用好西湖乡良好的生态优势，把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一直是计福根心中惦念的事情。立足西湖乡
的实际，计福根带领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明确了“打造
美丽西湖，建设和谐家园，实现长寿之乡”的奋斗目标，
努力走出一条茶旅一体化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推行

“茶叶+文化+旅游”和“茶园体验游”的模式，积极改变
传统茶农零散现状，将优质茶园、文化古村与林下经济
有机结合，致力将绿色生态发展的思路融汇贯通到西
湖乡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谋划布局中去。

为了实现西湖乡绿色发展的蓝图，计福根积极奔
走，寻找有实力有前景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2017年4
月，计福根将目标瞄准了景德镇陶文旅集团，通过一年
多的争取与对接，硬是凭着自己踏实肯干的作风，于
2018年5月23日成功与陶文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引进景德镇陶文旅集团投资达15亿元的西湖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该项目以西湖优质茶产业振兴为核心，
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扶贫产业项目、农村水资
源保护项目及乡村旅游开发等领域，对西湖乡进行全
领域整体规划打造，有望将西湖乡打造成为全省三产
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和乡村振兴的样板工程。

近年来，西湖乡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各项工作
全面进步，2017年度在全县17个乡镇综合考评中被评
为先进单位。

时刻不忘乡亲疾苦 始终牢记为民使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计福根一直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
铭。他在西湖乡工作这些年，帮扶过的困难家庭学生、
孤寡老人和贫困户，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了。每年除
夕，他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去乡里的敬老院为老人们做
菜，陪老人们过年。

西湖乡是地质灾害重点区域。每年的抗洪抢险中，
他总是带领乡村干部通宵巡察受灾重点，始终驻守在
抗洪救灾第一线，实现无一水库垮坝、无一人伤亡。

如何增加百姓收入，改善百姓生活，学农业出身的
计福根非常清楚，没有产业，脱贫攻坚就是无源之水。
要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就必须变过去的“输血式
扶贫”为“造血式扶贫”，让产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确保贫困户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拥有稳定收入。
为此，计福根带领乡党委政府一班人，结合各村产业特

色，制定了《西湖乡产业扶贫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开发出“一户一亩
茶园”、光伏发电和特色农业养殖等产业项目，在全县
率先推出产业直补政策，率先做到贫困户产业全覆盖。
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帮扶贫困群众发展适合当地实际且
周期短、效益高的茶叶、黑毛土猪、油茶、土蜂蜜、食用
菌五大扶贫支柱产业，在引导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的同
时，支持有条件的家庭从事发展农产品流通、加工、电
商、休闲观光等产业。

茶叶是西湖乡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计福根引
导茶农由单一加工绿茶转变为红茶、绿茶并重，引导茶
农对茶园进行有机化管理，提高茶叶品质，引导茶农扩
大茶叶种植面积。2017年全乡茶叶产值达4500万元，
茶农仅茶叶一项，人均收入4500元以上。同时，西湖乡
的茶叶产业于2016年9月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第六批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荣誉称号。

近年来，随着西湖乡农民收入的提高，乡村面貌的
巨大变化，群众对乡党委、政府的满意度也在不断提
升，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被评为全市信访“三无”乡镇。

认真履职抓党建 夯实基础筑根基
“发展是第一要务，党建是第一责任”。计福根担任

乡党委书记以来，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抓
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努力夯实西湖乡党组织建设。党的十九大召开以
来，计福根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带头写
心得、做笔记，深入基层一线讲党课、做宣讲，在乡村打
造了“新时代讲习所”，全乡上下学习氛围浓厚。

计福根深刻认识到基层组织的重要性，认真落实
市委抓基层党建“三基四化三起来”工作要求，扎实开
展村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着力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在今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他
始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培养和选用了一批务实为
民的村书记，如被市县媒体广泛宣传的“钢钉书记”汪
德民等。

正是由于“农民书记”计福根的坚守，西湖乡不仅
摘掉了偏远落后的帽子，而且乘着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的东风，步入了新时代生态发展的快车道。

一心为民的“农民书记”
——记浮梁县西湖乡党委书记计福根

□ 吴铭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走进省运会省运会

扫黑除恶在行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实现历史性变革、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越学习我越感觉到，总书记的思
想深邃、精辟透彻，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政治性和指导
性，必须深学、深研、深悟。

“学习践悟”要有新高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
们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常学精学悟透。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认识其思想精髓；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

才能用新眼光去看待这个新时代，才能带着新思维踏
上新征程。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用理论学习的成果指导
行政服务工作，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
的不竭动力源泉。

“学习践悟”要有新态度。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把个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
文化品格融入工作之中，多想事业、多想群众，心无旁
骛、恪尽职守。审视景德镇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千年瓷
都到改革春水涌动，再到如今“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
城市”……行政服务中心必须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在实施“三个五”战略行动的新征程中坚定
共产主义信念，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新的行政
服务中心入驻为新的起点和契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努力打造具有景德镇亮点和特色的行政服务品牌。

“学习践悟”要有新力度。市行管委“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等工作必须同步深入，需要更大的
力度、更实的举措。打造与世界对话城市相配套的政务

服务环境，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提升硬环
境，进行“物理整合”。各部门依申请办理的政务服务事
项、各专业办事大厅向行政服务中心归集，政务服务事
项高度集中，让百姓和企业“进一家门办全部事”；其次
是优化“软环境”，产生“化学质变”。在事项集中的基础
上，创新服务模式，推进“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实
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推进“一次不跑，一次办好”

“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行“在线申请、网上办理、快递
送达”，办事人从“跑N次”变为“跑一次”，甚至一次不
跑。

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任务、新要求，市行管委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搬迁新政务服务大厅为契
机，借作风建设的东风，通过硬件环境提升、服务软件
升级、业务整合创新，搭建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的综
合性政务服务平台，打造好具有景德镇亮点和特色的
行政服务品牌，创建全省一流行政服务中心。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进政务服务工作跨越发展
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彭松秀

景德镇国正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景德镇国正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浮梁县车佰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浮梁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222000419301，特此声明。

江燕红遗失《行驶证》，车牌号：赣H93888，特此声
明。

景德镇市扬帆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群星电脑分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60200220000240，特
此声明。

江西金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号：3602000041209，特此声明。

遗 失

启 事

本报讯 （记者 王姝 实习生 徐雯露 文/图） 8月 7
日，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社会部、学校部高校组）健
身气功比赛开幕式在昌南拓展区体育馆举行。省运会组委
会委员、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小平宣布比赛开赛。

本次比赛于8月6日至11日在昌南拓展区体育馆举行，
来自南昌、赣州、吉安、上饶、抚州、九江、景德镇、萍乡、鹰潭
等9个设区市和江西师范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中医药
大学、赣南医学院、宜春学院、上饶师范学院、新余学院、南
昌师范学院、萍乡学院、九江职业大学、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等11所高校的代表队、共15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社会部设置了集体赛、个人赛；学校
部高校组设置了集体项目、个人项目。

省运会健身气功比赛开幕

从1980年写的《黎明前的永别》到近期的《传
承》，吴国珊的一生几乎都在追求创作。如果没有足
够的勤奋与毅力，几十年来又如何能静心安坐在书
桌前？满腔热血只为创作出一部部精彩的作品。

吴国珊，国家一级编剧。起初，在部队老创作员
的指导下，他开始接触写作。从1973年开始创作舞
台剧到1990年接触电影剧本的创作，多年的沉淀和
积累让吴国珊在业界小有名气，其创作的作品也屡
屡获奖。

在吴国珊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微电影《传承》让
他印象最为深刻。“当时在写这部剧本前，我不仅收
集了很多的素材，还实地采访了一些老革命。”吴国

珊说，光前期的准备工
作，他就花了近一个月
的时间。正是通过不断
了解、挖掘，后期的剧
本创作，吴国珊才有了
一个整体思路。

“这部剧，我既是
编剧，还是导演。所以

无论是剧本还是后面的拍摄，我都要亲力亲为。”吴
国珊告诉记者，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仍在反复地
修改剧本，经过数十次的打磨，让《传承》这部微电影
的情节更有看点。

吴国珊认为，人物塑造是剧本的灵魂，当编剧埋
头修改故事大纲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人物生
动、真实、可爱。“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你要写得恰到
好处，把握好火候，不然会起到反作用。”吴国珊认为
一个好的剧本，选材很重要，一定要在史实或是生活
素材的基础上，再去进行自己的二次创作，这样才会
带给观众说服力及感染力。

“除了选材，我认为故事与人物应该是相辅相承
的，故事催生人物，人物又推动情节，”吴国珊说，人
物的设定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情节的发
展会丰富人物的形象，最终帮助人物塑造形象。所以
说，故事与人物皆是优秀剧作的关键。

吴国珊希望这一届微电影大赛的作品无论是在
剧本上，还是拍摄上，整体的制作水平都要有所提
高，同时希望公众也要多给这些“创作者”支持与帮
助。

本报乐平讯（徐建秋）近期，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
件反映，乐平市新乐中小区附近的金山工业园沪东机械院
子里有家泡沫厂和3家做食品的企业，烧煤排放烟气。乐平
市金山工业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向企业
负责人和相关人员了解核实情况。

经查，乐平市沪东机械有限公司锅炉于2017年11份停
产整改，目前锅炉设备已经全部拆散，正在筹备建设燃烧生
物颗粒设备，待全部安装调试，进行环境评估验收。

经现场核查，乐平市绿乐食品有限公司在6月25日、
26日早上8时至晚上6时期间，由于蒸气压力不够，存在用
0.8吨蒸气锅炉，燃烧块煤、添加木柴混合原料增加了压力，
两天期间共添加小块煤和添加木柴8次，在每次操作的时
候有3至4分钟排烟不正常。另外，金山工业园沪东机械院
子里的泡沫厂和3家做食品的企业，烧煤排放烟气不正常。

乐平市环保局责令乐平市绿乐食品有限公司停产整
改，一个星期内拆除0.8吨蒸汽锅炉；同时，要求园区所有10
吨以下燃煤锅炉一个星期内拆除到位；继续加大中午和夜
间巡查力度，坚决杜绝防止类似情况发生。下一步，将在园
区推广使用清洁能源，降低大气污染，保一方“蓝天”。

本报讯（瓷都晚报记者 王澄）8月1日，珠山公安分局
公布一起组织、容留卖淫并盗窃、敲诈嫖客的案件。经珠山
区检察院批捕，9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抓捕归案。

据该案侦办民警介绍，3月28日，珠山警方接到报案
称，樊家井附近有一处卖淫窝点，不仅非法组织卖淫，还盗
窃、暴力敲诈嫖客的财物，性质十分恶劣。珠山警方接案后
立刻成立由扫黑除恶专业队为主导的专案组，根据前期所
队联动摸排的情报，对该卖淫窝点进行蹲点调查，收集犯罪
证据。

“这个窝点并不难找，难的是收集这些人的犯罪证据。”
侦办民警告诉记者，专案组经过长期蹲守调查，逐渐摸清了
这个卖淫窝点的情况。该卖淫团伙共有9人，其中余某夫妻
与倪某负责容留、组织卖淫女卖淫，拉客女则分时分工在火
车站附近拉客，卖淫女在提供卖淫服务的同时，倪某从房间
的暗门潜入盗窃嫖客的钱财。如果镖客身上没有现金，倪某
便联合卖淫女以恐吓、殴打的方式对嫖客进行敲诈。

固定好证据链后，5月20日，珠山警方组织了40多名
精干警力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了该处卖淫窝点，并奔赴
鲇鱼山镇、九江等地将主要涉案人员抓捕归案。通过审讯，
警方还发现嫌疑人余某曾是某派出所的联防员，此人在网
上购买了一套假警察制服，每当有嫖客与卖淫团伙因敲诈
勒索发生冲突时，余某便冒充派出所民警出面处理，嫖客害
怕自己嫖娼被抓，大多选择息事宁人。

本报讯（张小妹）为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
气，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区
党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8月7日上午，昌江区西郊街道景航社区组织
20余名青少年开展了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学习活动。

活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地阐释，包括什么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什么，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何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等内容。

学习活动结束后，青少年朋友们畅所欲言，
纷纷表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从
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播正能量，做一个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本报讯（王锦琳）8月6日，亚运国礼宁红茶发布会在
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二楼大厅隆重举办，来自景德镇的
名瓷和九江产名茶联袂亮相，把陶瓷之雅韵、国茶之醇香，
礼献来自亚洲及世界各国的朋友，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荣耀
与辉煌。

当天下午，发布会在一场精彩的茶艺表演中拉开帷
幕。现场大咖云集，座无虚席，到场嘉宾近300人共同见证
了这一茶瓷交融、盛世国礼的重要时刻。

茶叶和瓷器都是璀璨的中华文化的代表，名瓷与名茶
结合，茶因瓷显贵，瓷因茶生香。我市将围绕“陶瓷+创意+
生活”的理念，大力推动陶瓷文化在新时期实现新作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文化素养、工匠精神、民族特色
融入陶瓷当中，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不断努
力。

据悉，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何炳
钦担纲这份厚重国礼茶外包装的创意设计。他融多年艺术
探索与实践，设计的国瓷礼罐既具中华文化积淀，又有时
代气息，高贵典雅，绚丽大方，由景德镇本土的陶瓷企业中
润陶瓷组织生产。这批国礼茶瓷将于8月18日抵达印尼雅
加达第18届亚运会现场，并作为国礼赠送给亚运会参赛各
国领导人。

乐平市强化督查管理
重点整治“散乱污”企业

卖淫、盗窃、殴打、敲诈 简直胆大妄为

珠山警方捣毁9人卖淫团伙

景航社区开展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

名瓷和名茶结合献礼亚运 吴国珊：故事与人物是优秀微电影剧作的关键
□ 瓷都晚报记者 罗睿颖

本报乐平讯（应清华）日前，乐平工业园区党工委邀请乐
平市委党校讲师，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该园区非公企业100余名党员聆听了党课。

授课讲师分别从党章的发展历程、党章修改的历史背景以
及党的十九大党章主要修改内容三个方面作了详细解读；从信
仰是“人性的绽放、时代的需求和信念的动力”三个角度出发，详
细解读了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政治信仰，全面阐述了信仰的重
大意义，引起了参会党员的强烈共鸣。

乐平工业园区
邀请党校老师讲党课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