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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查娜娜）4 月 8 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锋在浮梁主持召开江
西省陶瓷工艺美院搬迁项目调度会。市
政协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春萍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局长孙庚九，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
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华龙，市政府秘书长张
维汉，县领导罗建国、程新宇、刘文平、胡
丽萍、秦先德、余士良、郑伟秀，市陶文旅
集团董事长刘子力及市县有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会议并分别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刘锋对学院搬迁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
指出，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
搬迁是市委市政府的又一次科学决策，对
全市以及学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特别是对浮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通
过景德镇学院搬迁项目的建设，大家积累
了经验，抓住了工作的关键，浮梁县委县
政府、市县各有关部门思想站位高、信心
足、思路清、行动快，前期各项工作开展顺
利。

就做好下步工作，刘锋强调，要把学
院的搬迁工作作为推动浮梁高质量发展
的一件大事来干，团结一心，攻坚克难；要
加快项目前期土地报批、规划设计、招投
标等前期工作；要加大征地拆迁工作力
度，清除影响征地拆迁的一切阻力；要加
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确保施工队伍顺
利开工；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要建立项目报建的绿色通道，
做好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等保障工作，全力
以赴做好学院搬迁的服务工作，确保零障
碍施工。

张春萍指出，在学院搬迁项目前期各
项工作中，浮梁工作得力、推进有序；市陶
文旅集团高度重视、经验丰富；各部门站
位高、支持力度大，使得项目顺利推进。
就下步工作，她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与上
级的沟通对接；要在强调项目进度的同
时，提高安全意识；要加强项目推进过程
中应急事务的处理能力；要进一步加大项
目建设的正面宣传力度，争取群众的全力
支持。

就做好学院搬迁项目工作，罗建国表
示，浮梁县将严格按照《陶瓷工艺美院搬
迁工作实施方案》的总要求，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
快征拆工作速度，统筹推进手续报批工
作，尽快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营
造良好的建设环境，确保 7 月份土地交付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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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国在调度高岭·中国村项目时强调

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再创浮梁新速度
程新宇陈国清参加

本报讯（记者 朱斌）作为省
重点调度项目，高岭·中国村项
目一直是浮梁县委、县政府工作
的重中之重。4 月 10 日，县委书
记罗建国一行深入项目现场进
行调度。他强调，要进一步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大力发扬“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担当实干、
勇争一流”的新时代浮梁精神，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
以赴、不余遗力，扎实推进高
岭·中国村项目建设，再创浮梁
新速度。县长程新宇，县政协主
席陈国清，县委常委、高岭瑶里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盛璟晶，
副县长王筱松，县政协副主席方
才来，及有关部门、乡镇主要领
导等一同参加。

四月的鹅湖大地，万物勃
发，绿意盎然。在高岭·中国村
游客服务中心选址地、铜钱湾安
置地、桥溪水系建设现场等地，
罗建国一行看图纸、听介绍，详
细询问有关工作进度，现场研究

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把会议开到了项目一线。

随后，高岭·中国村项目建
设调度会在鹅湖镇政府会议室
召开。在认真听取了黑猫集团、
鹅湖镇的工作情况介绍和有关
部门的表态发言后，罗建国作了
讲话。他强调，高岭·中国村项
目对浮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
进产业融合、提升旅游人气，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因此，必须要站在关系浮梁
未来发展的高度来认识项目建
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统一思
想，确保决心不动摇、标准不降
低、速度不放慢、劲头不松懈，
以只争朝夕的拼劲和风雨无阻
的韧劲抓好高岭·中国村项目建
设各项工作的落实。

罗建国要求，要紧紧围绕
“393”，即：抓好“总规、镇域规
划、建设规划”3 项规划；抓好

“游客服务中心、茶旅古建、西

部观景平台、茶旅度假区、铜钱
湾安置新村、村长学院、路网、
水网、管网”等9项建设工作；抓
好“土地林地征收、房屋坟墓迁
移、相关政策支持”等 3 个服务
的工作部署，进一步细化征地拆
迁、村庄搬迁、坟墓迁移、规划
审批、工程建设等各项工作的目
标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确保各项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和
时序进度有序推进。同时，要进
一步强化服务保障，抓紧时间做
好各项手续的报批工作，维护良
好的施工环境，积极引导群众自
觉配合项目建设。

罗建国强调，要进一步强化
调度机制，每天通报各组工作进
展情况，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征地拆迁等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要进一步强化协调配
合，充分树立“一盘棋”的思想，
做好部门间的沟通、联络、对接
工作，共同商议、解决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要进一步强化督查
问责，对工作不力、敷衍了事、
推诿扯皮等现象要及时督促整
改，对工作措施不力、进度缓
慢，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将
进行问责。

程新宇指出，高岭·中国村
项目已到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
要围绕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县
委的部署，乘势而为，加大工作
力度，突出一个“快”字，即：建
设要快，征迁要快；要加强调度
协调，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又形成工作合力，坚决打赢项目
建设攻坚战。

大干项目 创浮梁速度

本报讯（宁小爱 杨
招华）4月9日上午，在寿
安镇洪冲坞居委会计生
特扶户戴长寿家里笑声
朗朗，情谊浓浓。因为
今天是戴长寿65岁的生
日，他的独生儿子已于
2013 年身故，是个失独
老人。一早，浮梁县计
生协、寿安镇及洪冲坞
居委会的同志一行来到
戴长寿家中，给他庆祝
65岁生日。大家买来了
生日蛋糕、牛奶、水果和
家常菜。

据悉，该镇目前现
有计生特扶家庭 18 户，
其中年满60岁以上失独
老人有 10 户。近年来，
该镇党委政府为进一步

促进计生家庭幸福，弘扬敬老爱老，传递党
和政府的温暖，树立时代新风尚。该镇加大
了对计生特扶家庭的关注，除了按政策及时
发放计生奖励、特扶金和春节慰问走访外，
对年满60岁以上的计生特扶人员，每年过生
日时，该镇都及时邀请县卫健委有关领导，
并组织镇相关领导、镇卫计办、计生协及村
居领导一同前往计生特扶家庭看望，帮助他
们庆祝生日。

臧湾乡：部署启动就业扶贫新台账
本报讯（勃崛）4月9日臧湾乡组织乡人

社所、扶贫办、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扶贫专
干召开贫困劳动力就业调查摸底工作会议，
部署新一轮就业扶贫基础台账建设。

会议认真落实省、市、县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精神，扎实动员做好新一轮贫困劳动力就业情

况调查摸底工作，就贫困户的从业状况、技能水
平、培训意愿、就业困难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详
细的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实行实名制台账管理，
做到底子清、数据准，为促进就业扶贫、融合产业
扶贫，进一步落实培训规划、平台建设、奖补政
策、督查考核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勒功乡：开展茶叶技能培训
本报讯（黄瑶 孙颖林）为帮助贫困

劳动力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助推农业产业
发展，助力脱贫攻坚，4 月 10 日，勒功乡开
展 2019 年度贫困劳动力茶叶技能培训。
此次培训由市茶科所高级农艺师刘柳浪
进行授课，共有 15 名贫困劳动力、45 名富
余劳动力参加。

此次培训，旨在增强贫困劳动力的劳动
能力，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靠技术种
植，走上自力更生的脱贫之路。培训的主要
内容有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优良茶树品种简
介、有机茶园的病虫害防治等。培训期间，
刘柳浪老师不仅精心地讲解了理论知识，而
且带领学员到茶园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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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国家教育部举办的2019年全国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集训总结会在广东省梅州
市举行。会上，宣布了本次选拔出的11个组
别的校园足球国家队名单，来自江西省浮梁
县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的曹丹入选初中女
子甲组国家队。

曹丹出生于2003年9月，从小喜爱足球
运动，对足球产生了莫名的兴趣，能驰骋校园
足球绿茵场一直是她挥之不去的夙愿。她从
2014年开始踢足球，2016年进入浮梁县少儿
体校进行足球专业学习，一开始便发奋努力，
把所有精力放在专业学习与训练上，足球专
业水平和技能进步很快。“她的悟性好，球商
高，在球场上能够执行好教练的战术，是学校
足球队队长。”曹丹的教练孙国平如是说。

司职前锋的她近年来曾参加过多项足球
赛事，成绩可嘉：2017年获得江西省春季调度
赛“希望之星”奖，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夏令
营最佳阵容；2018年获全国笼式足球5人制团
体第一名，校园足球5人制团体第一名……参
加每场足球赛，曹丹总是信心满满，斗志昂

扬，坚定脚下的步伐，冲锋陷阵，不敢有丝毫
的松懈，直到比赛结束。她以利索的动作，精
湛的球技，完美的盘带，冲向对方禁区，临门
一脚，顺利拿分，为本校足球队获胜立下一个
个汗马功劳。这与她平时刻苦认真的训练、
扎实的基本功和心中装着的足球梦想息息相
关。因梦想而飞翔，奋斗的人生最美丽，她为
心中的足球梦而奋斗，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足
球无限的魅力，追逐着自己的足球梦。

长相文静的曹丹说：“我不管遇到什么赛
事，心中都会沉着冷静，保持一股蓄势待发的
冲劲。”这种冲劲使她平时的学习与训练比别
人更多了一份拼搏的汗水，这种冲劲使她在
大赛中拼到最后，魅力四射。细节决定成败，
曹丹明白，要想实现成为优秀女足队员的目
标，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技术、拼劲之外
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必须发扬严谨认真、戒骄
戒躁的优良作风，不断刻苦学习与训练，磨炼
战术，精益求精。

绿荫场上身手显，铿锵玫瑰载誉归。谈
及曹丹同学顺利入选初中女子甲组国家队，

浮梁县少儿体校校长陈益龙说：“足球教学是
学校特色教学之一，也是学校基于学生特长
培养、个性发展的拓展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曹丹同学有敢拼、够拼、团结、不放弃、永
不服输的竞技精神，光荣入选初中女子甲组
国家队，这是学校全体师生的骄傲与学习的
榜样，为曹丹同学点赞！”

强健体魄砺心志，精忠报国做栋梁。今
年年初入选初中女子甲组国家队后，曹丹越
战越勇，已经定好了新的目标，自我加压，迎
接新的挑战。“只想靠自己的努力，站在更大
的舞台上，活成自己曾经最渴望的样子！”是
她的座右铭。爱拼才会嬴，她的眼神充满了
自信与期待：“只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不
会比别人落后，拼搏冲刺到最后，做出更好的
自己。”这个痴迷于足球、对专业学习执着而
坚定的小姑娘看得更远，不但立志冲击国赛，
更期望在国际大赛上一展身手。曹丹同学，
绽放在校园足球绿茵场上的一朵“铿锵玫
瑰”，摇曳多姿，曼妙动人，正盛开出最美丽的
色彩！

绽放在校园绿茵场上的“铿锵玫瑰”
——记浮梁县少年体校少儿足球运动员曹丹

张德威 程慧阳

浮梁公路分局

迅速处置塌方巨石恢复道路畅通
本报讯（冯斌）4 月 11 日，

省道汪乌线 K5+350 处发生山
体塌方，一块长约 2 米宽约 1.2
米的巨石从山体滑落，砸落到
路上，致使公路护拦被砸坏变
形，并且巨石占据半幅路面，
严重影响了来往车辆的行车
安全。浮梁公路分局迅速处
置，当日恢复公路畅通。

该局分管此路段的白国
志发现险情后，迅速采取应急
方案，在塌方路段前后放置警
示牌，同时调来装载机清理巨
石，但石头太大，机械已经很
难清理。于是立即采用第二
套方案，用人工开凿把巨石分
成几块，然后再用机械清理
掉。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奋战，
终于把路面恢复畅通，护栏也
通过机械拉直，用水泥重新加
固，并设置了警示标志。

据了解，此次山体塌方是
因为近期雨水频繁、山体不稳
定导致，所幸此次塌方并未造
成人员伤亡。

吉州区林长制工作考察组到浮梁县考察学习
本报讯（郑峰）4月 3日，吉安市吉

州区林业局局长带领区林业局考察
组一行到浮梁考察学习林长制工作。

考察组成员先后来到蛟潭镇邬
家、镇林工站及勤坑村观摩了县、乡、
村三级林长制公示牌、岗位牌等建设
情况，重点对浮梁县护林员“网格化”
管理体系及林长制基础的建设情况
作了深入了解。每到一处，李勇都向
考察团详细讲解了浮梁县林长制建
设的基本理念及取得成效，并与大家
分享了浮梁在护林员网格化管理上
的一些创新经验与做法。

随后，考察组一行还沿206国道参
观了县森林质量提升示范基地、经公
桥林工站标准化建设和勒功乡楠木田
古树群保护示范点。

通过考察，考察组认为浮梁探索
出来的经验对吉州区林长制工作有
很好的借鉴作用，对浮梁天然林保护
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十分的赞赏，特
别是以森林质量提升为抓手，围绕重
点道路打造的“百里森林景观带”对
提升森林质量与改善通道景观相融
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
两地能相互沟通，共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