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2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2626356 邮箱：jdznewsflfs@sina.com

B2 要要 闻闻
浮梁新闻

责编：程学斌 责校：张晓玲

维护新闻真实性 提升宣传公信力
扫描《浮梁新闻》报眼二维码
关注《浮梁发布》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 吴丽娜）4 月 2 日至
4日，由上海集塔园林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富开带领的23名浮沪商业促进会企
业家人才代表带着浓浓的乡情和深深
的感恩之心返回家乡浮梁考察，准备
为家乡投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贡献
力量。考察活动还特邀了生态环境产
业投资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第三城
市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委员会主
任、上海锦添科技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郭强等6位生态环境方面的专家、企业
家一同参与。县领导叶青、方才来等
分别陪同考察。

考察过程中，考察团一行分为两
队展开考察，生态环境方面专家、企业
家先后参观考察了勒功乡沧溪村、江
村乡严台村、天祥茶号、蛟潭镇花千谷
项目、鹅湖镇潘村和天宝龙窑，详细了
解了浮梁县在生态旅游、矿山修复、茶
叶、陶瓷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浮
沪商业促进会企业家一行则来到兴田
乡程家山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缅怀革
命烈士。随后，还参观考察了得雨活
泉、兴田酒厂、新佳茶园等企业，并到
高岭·中国村、景德镇学院、浮梁体育
中心、花千谷等重点项目实地考察。
考察期间，企业家们还来到兴田乡敬
老院、蛟潭镇敬老院看望慰问孤寡老
人，为他们送上爱心捐款。

在 4 月 4 日下午召开的浮沪商业
促进会企业家代表返乡考察座谈会
上，叶青对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和衷心感谢，同时希望浮梁县各部门
和乡镇要主动走出去，与各位专家、企
业家积极对接、寻求合作，助推浮梁经
济社会的发展。

叶青指出，浮梁籍在外乡贤一要
当好联络员，形成双方沟通交流常态
化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家乡发展的关
心和支持力度。二要当好通讯员，充
分发挥人脉资源丰富、信息渠道通畅
的优势，把浮梁推介出去，把外地的优
秀人才带进浮梁，促进交流合作。三
要当好战斗员，抢抓浮梁加快发展的
良机，自己带头返乡投资兴业，带动家
乡发展、带领人民致富。

叶青要求，浮梁干部一要当好售
货员，深入挖掘、善于提炼、善于总结，

把浮梁的“土特产”宣传出去。二要当好办事员，进一
步提振精气神，立足本职工作，为加快浮梁的发展贡献
力量。三要当好服务员，用心用情用力为返乡创业人
士架桥铺路、搞好服务，让大家在浮梁投资放心、发展
舒心、生活安心。

座谈中，考察团代表说，看到家乡山更绿了、水更
清了、人更美了，大家对家乡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表
示由衷的欣慰。同时，他们也纷纷对浮梁各方面的发
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县商务局、县工信局、县环保局和有关乡镇还分别
从招商政策、工业平台、企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乡
镇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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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第五次扩大会议

本报讯（张蒙）日前，浮梁县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和全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对全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部署。县委常委、县委政
法委书记、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程
文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余
士良主持会议。县法院院长黄奕华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到中央督导工作的

重大政治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共同把当前的这场硬
仗打好打赢；要重点把握中央督导组下沉督导
的关键环节，各乡（镇）各部门要聚焦政治站
位、依法严惩、综合治理等几个方面可能存在的
问题，全面开展查漏补缺，举一反三认真扎实做
好整改工作。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在江西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在江西 专题文艺演出
走进浮梁乡村

本报讯（记者 吴国庆）为营造扫黑除恶的浓厚社
会氛围，广泛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4 月 4 日，由浮梁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新旅局联合主办的“扫黑除恶”专
题文艺演出，来到了经公桥镇经公桥村神坦组。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程文芳，副县长、县
公安局局长余士良，县扫黑办及其成员单位负责人，
经公桥镇党政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经公桥村村民
共计200余人观看了演出。

当天下午14时30分，演出在舞蹈《壮丽航程》中拉
开序幕，围绕《扫除黑恶势力，共建平安浮梁》主题，通
过歌曲、小品、情景剧、快板等多种表演形式，寓教于
乐，向广大群众传达了全县上下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
决心，展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成效。

特别是在演出过程中穿插的有奖知识问答互动
环节，更是吸引了观众踊跃抢答，切实提高了群众对
扫黑除恶知识的知晓率。

经公桥村民也积极参与，上台表演了舞蹈《荞麦
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专题文艺演出单位景德镇市演艺有
限公司演职人员又驱车来到经公桥镇歧田村吴下
组，准备晚上为村民们进行第二场演出。

据了解，此次“扫黑除恶”专题文艺演出，将在经
公桥、浮梁、三龙、洪源、臧湾、鹅湖等乡镇进行巡演，
一共演出8场。

浮梁集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测试
本报讯（苏彦翀 计星梓）为进一步提高全县

各级干部职工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认识，切实
增强参与专项斗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深入开展，3月28日起浮梁县
各乡镇、各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知识测试活动。

测试采取闭卷形式，测试内容主要涉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时间、黑恶势力表现形式、打击重
点、目的要求等。县、乡、村三级干部职工共25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测试。

此次测试进一步巩固了干部职工扫黑除恶
知识，大家纷纷表示，将从思想上、行动上积极
主动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积极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建言献策、献计出力。

浮梁县财政局
部署扫黑除恶工作

本报讯（彭冬华）为配合做好中央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督导工作，深入推进财政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4 月 4 日，浮梁县财政局召开紧急会议，第一时间
传达了刚结束的浮梁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该局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指示精神，充分认识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强化责任担
当。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宣传深度、广度上下足功
夫，广发宣传单、组织专题测试、督查抽查等多形式
巩固学习宣传成效，综合运用传统媒介与新型媒介
多角度、多形式开展宣传，弘扬正能量。要强化线索
摸排。注重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与财政业务工
作结合，深挖采购领域、侵占国有集体资产资源等方
面的涉黑线索。要全力保障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经费。图为浮梁县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测试现场图为浮梁县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测试现场

寿安宁厂大力保护小南河生态
本报讯（许以金 杨招华）4月 11日清早，在寿安镇宁

厂村小南河沿线，巡逻人员戴着治安红袖套，严禁任何
人在小南河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行为。

据悉，近年来，该村积极响应县、镇党委政府号召，
保护水质资源及鱼类生存环境不受危害，积极发动党
员干部及村民自费向小南河投放鱼苗，并采取设置或
张贴县政府打击电鱼、毒鱼、炸鱼通告、向群众发放宣
传资料、悬挂横幅标语、走村入户等方式，告知广大群
众，严禁在小南河、水库等地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
鱼活动。通过巡查和宣传，目前该村基本没有发生违
法违规捕捞现象。

与此同时，该村还请专人定期对小南河进行了河
面垃圾和淤泥清理，使小南河宁厂段水质清澈，焕然一
新，生态环境良好。

浮梁县组织收看全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领域
作风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记者 吴国庆）4 月 8 日晚，江西二套
都市频道播出《上饶鄱阳：运管拦车扣证收“年
费”司机质疑“保护费”为何年年涨》报道后，省交
通运输厅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已派出工作督导
组协助上饶市、鄱阳县有关部门认真落实整改各
项工作。为深刻汲取鄱阳县运管所暴露出来行政
执法问题的教训，加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领域作
风建设，4 月 11 日上午，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领域作风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浮
梁县公路路域环境及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执法大队
全体成员在浮梁县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要针对鄱阳县运管所暴露出来的

问题，在全省运管系统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作风散漫等问题，加
大明查暗访力度，发现一起、通报一起、查处一
起，绝不姑息。要举一反三，强化作风建设。要
全面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认真汲取教训，强化
预防管理、系统管理，加快完善权责明确、行为规
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长效监管机制，不断提
升行业监管效能。要以“五型”政府建设为抓手，
与全国正在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重点聚焦行业

“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疾，不断提升交通运
输服务水平。

浮梁“村播”引人关注
一个月观看直播人数达4309人

本报讯（邹沁）浮梁县淘宝直播“村播”项目今年
3月6日开播以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广泛关注，推
广、销售取得了初步成效。据统计，至4月7日，已有
10个主播号活跃在淘宝直播平台，总计吸粉3500余
人，累计销售总额2万余元，产品涵盖陶瓷、茶叶、农
副产品等类别，为当地特色优质产品打开了新的销
路，也让各行各业看到了淘宝直播是人人可参与的
新就业模式。

浮梁县民强禽业养殖有限公司的“金葫芦绿产
品”是加入淘宝直播“村播”项目的产品之一，成为了
当之无愧的村播“网红”。它以山林放养野鸡、散养
五黑鸡为亮点，以养殖地为背景，让消费者直观地看
到鸡的生长情况，同时辅以现场问答和生动解说，吸
引着寻找乡村原味的城市消费者下单购买。“金葫芦
绿产品”已吸粉445人，最高观看直播人数达4309
人，累计销售6千余元。

为吸引粉丝观看，各主播“十八般武艺，各显神
通”，景德镇市西湖珍芝天然食品有限公司的“西湖
老茶人”、景德镇三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浮梁茶
妹子”、江西浮梁贡茶叶有限公司的“一品严台浮梁
茶”等售茶主播带着粉丝来到制茶现场，看制茶师傅

手工制茶，近距离了解浮梁茶的生产过程；景德镇泰
顺陶瓷有限公司的“梅子青陶瓷”、景德镇指北针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浮梁瓷局”等售瓷主播则通过专
业讲解瓷器特色，介绍其实用功能、观赏价值、文化
蕴涵，吸引消费者关注；“浮梁县建衡生态家庭农
场”、浮梁县兴田乡绿旺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的“麦田小米”、浮梁县浮兴土特产经营店的“浮梁干
货土特产”、浮梁县育灵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寿安农
产品”等销售农副产品的主播，则以淳朴、乡土、原生
态为优势，在青山绿水间，在朴实民风中，用原汁原
味“诱惑”粉丝们下单。

在打开县域特色产品的销售大门的同时，浮梁
县淘宝直播“村播”项目也为脱贫赋能，在助力脱贫
攻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寿安镇农产品”主打
扶贫产品，以“关注农产品，助力脱贫”为主旨，有效
解决贫困户农产品滞销的问题；“西湖老茶人”“一品
严台浮梁茶”“金葫芦绿产品”则积极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创收。在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浮梁县淘
宝直播“村播”项目有所作为。

据了解，淘宝直播将于4月14日启动第一场村播
大促活动，浮梁县各“村播”主播都将参与。

致敬平凡世界里的英雄
浮梁县消防救援大队收到神秘礼物

本报讯（金云龙）4月4日，四川凉山州举行追悼会送别
救火烈士。与此同时，大凉山之外发生的一幕幕也感动了
无数人……

而在追悼会之外的许多地方，一场温暖的行动在全国
各地消防救援大队悄无声息发生着……

近日，一位外卖小哥提着数杯奶茶及水果来到浮梁县
消防救援大队岗亭，送给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这是一位
匿名人士委托外卖小哥送来的暖心礼物，礼物中留下了暖
心的一封信，书信的署名是“敬慕你们的平凡大学生”。

这位学生写道:“那些英雄比我年纪大不了多少，有的
年纪比我还小，每一位英雄都有一个家庭，30多名英雄就
有30个家庭，我想到那些等孩子回家的父母亲和等爸爸回
来的孩子，我就难掩自泣。我是来自陶大的一名大四毕业
生，我就是向你们表示敬意，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就是
你们的体现，真心地祝愿你们平安幸福，每一次任务都能
顺利完成，能平安归来，向你们致敬！”

浮梁县消防救援大队所有消防指战员向那位大学生回
复，“暖心纸条书信收到，水果饮料很甜、很暖！在此表示诚挚
的感谢，谢谢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再勿破费寄送任何物
品。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牢记职责使命，用实际行
动践行消防员的誓言，绝不辜负大家的殷切期盼和嘱托。”

黄坛乡：打造秀美亮丽新家园
本报讯（钱小平 汪圣林）近两年来，黄坛乡按照市县

“双创双修”工作要求，坚持点、线、面结合，加大环境卫生
整治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新乡村，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该乡以东三线（龙港路）等主干道为主线，着力解决路
边垃圾乱倒、建筑材料乱堆放、沿线小广告乱贴、绿化损
毁、候车亭损坏等问题，并将环境整治延伸到全乡每个村
组，实施道路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以封为主、以造为
辅”，做到造、封并举，聘请专职护林员，落实考核奖惩机
制，开展林业执法巡逻；积极争取和整合相关项目资金，加
大对西河流域综合整治力度，保护青山绿水。同时，通过
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已完成集镇三公里道路白改黑项目，
配套垃圾池、垃圾箱等清洁设施进一步完善。目前，正在
实施乡村旅游示范公路、西河整治、高标农田建设三项重
点工程，将极大地改善交通、河流、农田环境。

目前，该乡27万亩山林纳入全面管护，聘请了10余
名专职护林员，进一步加大林业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力
度；投资 2243.99 万元，完成河道整治 15 千米；总投资
2072万元，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面积8140亩，已完成工
程量的80%；集中开展清运陈量垃圾300吨，清理河道垃
圾20公里。集镇污水处理项目正在施工中，建设排水管
网 2 千米。投入 2800 余万元的乡村旅游示范路项目正
抓紧施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