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不仅是全国城市综合类评比中
的最高荣誉，也是城市形象和发展
水平的集中体现，更是最有价值的
城市品牌；“全国文明城市”这个荣
誉，已经成为聚集各种生产要素、
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色”
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市委、
市政府准确把握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顺应广大人民群
众的期盼要求的一项重大举措。

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首战”之年，也是“决战决胜”之
年。全国文明城市
评选的标准越来越
高、竞争越来越激
烈，其中讲究“创
文”的方法，就显得

尤为重要。要对照基本指标，抓“薄
弱环节”。完善基础设施、管控动态
现场、规范市民行为……要迅速而
妥善地解决好“薄弱环节”，让刚性
指标“强起来”、软性指标“硬起来”。
要对照特色指标，抓“工作亮点”。做
工作，既要胸中有全局、眼中有问题，
更要手中有亮点。有关部门要进一步
挖掘，在打造全国、全省真正叫得响
的品牌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

“创文”需要“千斤重担万人
挑”。“创文”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任务很繁重。（下转A4版）

创新引领 改革攻坚 开放提升 绿色崛起 担当实干 兴赣富民

农历戊戌年十月廿九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近年来
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
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
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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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江西日报讯（记者 刘勇 张
武明）12月4日，第五个国家宪
法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主任刘奇主持召开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他强调，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
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持续
深化改革创新，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全面提高法治江西建设的质量
水平，谱写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江
西篇章，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
化江西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省领导易炼红、孙新阳、尹
建业、赵力平、周萌、秦义、田云
鹏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
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释了成立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的战略意义，系统
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明确提出了全面依
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
工作布局、重点任务，特别是总
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十个坚持”的基本
经验，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全面依
法治省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省委组建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重要战
略。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对标对表中央，统筹推进全
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确保党中
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
署在江西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个国家宪
法日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
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
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建立宪法学习
宣传实施长效机制，抓住领导干
部、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创新方
式载体，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
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增强
全社会对宪法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情感认同，让宪法精神深
入人心， （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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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绍斌）12月3日上午，市委副
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刘锋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40次常务会。市委常委、副市长沈水生，副市
长熊皓、刘朝阳、何军威、张良华等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恳请同意景德
镇市近期建设道路命名、更名方案的请示》。会议
指出，景德镇是历史文化名城，道路命名和更名既
要凸显城市特色，彰显文化底蕴，留住历史记忆，
同时也要简洁大方，便于群众区分和记忆。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景德镇市惠民殡葬
政策实施意见》。会议强调，殡葬改革是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推进

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举措。各级
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引导，讲究方
法，营造良好工作氛围；要加快配套殡葬设施，提
升惠民殡葬服务能力水平，加强殡葬行业的依法
监管与规范运行；要坚持党员干部带头，文明节俭
治丧祭扫。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景德镇市中心城区
房地产开发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会议
指出，解决房地产领域办证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
会和谐，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开发秩序、促进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着眼，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切实履行职责，主动担当，快速推进；要进一步
完善项目行政审批、专项验收等手续，规范房地产
开发秩序。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要求对市工管
办6户困难集体企业进行改制的请示》。会议强
调，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心支持企
业改制工作，切实解决好职工“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的实际问题，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开展政策性粮食
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的通知》《关于景德镇市第
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项目的通报》和《关于
请求批准市国控集团整合存量国有资产的请示》。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第40次常务会
刘锋主持

加油鼓劲促文明
□ 吴绍斌

12月4日，市人民检察院组织两级检察院
新任命法律职务的检察人员依法进行宣誓。

宣誓仪式上，全体人员统一着检察制服，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誓人左手抚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面向国旗，
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在后方整齐列队站立，
庄严跟诵誓词。

大家表示，通过此次简单而隆重的宪法宣
誓仪式，进一步增强了宪法意识，增强了履职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带头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
威，公正执法、为民执法、廉洁执法。

（王亚琼 摄）

本报讯 （记者 熊希伦） 12月5日上午，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动员部署会暨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在南昌召开。市领导
钟志生、刘锋、吴隽、刘朝阳、张良华、徐耀纯以及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邹中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刘鸿斌、市委秘书长胡春平、市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雷铭等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

会议结束后，围绕如何贯彻落实此次会议
精神，市委书记钟志生指出，近年来全市上

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下一步
工作中，一要提高认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省委决策部署要求，全力
以赴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扎实推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二要加强管理，以

“扬优势、上品质、全面抓”的要求，对照整
改方案和问题清单，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按
照销号管理办法对问题整改实行销号管理，

以动真碰硬的作风解决问题，确保我市空气
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三要以省第二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我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为契
机，及时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抓好整改落实，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
阶。

会上，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
长刘锋，副市长张良华分别对下一阶段全市环保
督察问题整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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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动员部署会暨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召开
钟志生刘锋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

汇聚文明向上的力量
——我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纪略

环境变化大 市民素质高
——市民热议“双创双修”成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
除恶务尽，既要在短时间内将黑恶势力嚣张

气焰打下去，通过专项斗争“大扫除”来治标，也要
构建源头治理的长效机制，彻底铲除其滋生土壤
以治本。这对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广度、深
度、力度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市以坚如磐石的决心，
高悬法之利剑，强化打击、深化治理、夯实基层、严
格督导，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着源头治理、防
患未然挺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统计，2018年 1至 11月全市刑事案件立案5937
起，同比下降14.9%；刑拘违法犯罪人员1785人，同
比上升9.4%。群众对政法机关的满意率和治安好
转率继续名列全省前列。

高位推进 吹响雷霆出击集结号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一场整合

多部门力量的全面治理，这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
的一次集中“出拳”。

摆在面前的形势严峻：在露头就打的高压态
势下，黑恶势力活动逐渐趋于隐蔽，其组织形态、

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不仅向政治领域
渗透、向新业态新领域扩张，还与治安问题勾连交
织；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
地方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更严重损害了
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

扫黑除恶困难大，各级干部群众的决心更
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扫黑除恶工作，把开
展专项斗争作为社会形象的重塑、社会生态的再
造和社会环境的正本清源的基础工程，与政治巡
视、环保督查同等对待，提高站位，抓好落实。
市委常委会先后3次、市政府常务会议2次听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先后
批示3次、市长批示2次，为专项斗争深入推进
发挥牵头引领作用。市委、市政府、市纪委（监
委）、市委组织部、市综治委分别把专项斗争相
关内容纳入相应监督、评价、考核体系。加强组
织机构建设，各级迅速成立了扫黑除恶领导机构
和工作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工作网络。截至
11月底，全市共立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2起、破
获刑事案件32件、刑拘72人，批捕涉黑犯罪嫌

疑人45人。另徐森林涉黑案正在一审，目前已
开两次庭；打掉恶势力集团团伙31个破获案件
112起、刑拘184人；侦办九类涉恶案件227起、
刑拘549人，抓获网上逃犯70人；起诉涉恶团伙
案件5件 14人；一审判决恶势力案件4起8人，
二审判决恶势力案件1起1人。

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参与涉黑涉恶村“两
委”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1名。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初审联审取消候选人资格人数392人，查处破
坏选举秩序案件9起、处理15人，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62个，完成了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从加强组织建设到健全法规制度，从立起纪律规
矩到层层落实责任，紧锣密鼓的动作背后，是全市
上下打赢扫黑除恶这场硬仗的坚定决心。

（下转A4版）

利剑扫黑 铁腕除恶
——我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综述

□ 本报记者 吴怡玲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