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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一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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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三月初九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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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督导
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督导进驻期间（2019
年 4月 1日—4月 30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791-88918600，专门邮政信箱：南昌市A3630
邮箱，邮编330036。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0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
督导组职责，对于江西省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中央第15督导组将认真受理、及时
反馈。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导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在江西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在江西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4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电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习近平表示，你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十四届一
次会议上再次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这体现了朝鲜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和

拥护。我谨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我们
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在委员长同志领导下，朝鲜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
历史阶段。我相信，在委员长同志确定的新战略路线
指引下，朝鲜人民一定会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各项事
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我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去年以来，我同
委员长同志四次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掀
开了中朝关系新的篇章。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以
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向前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本报讯（记者 喻帆）4月 11
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
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胡永新、
陈晓春、肖德福，省人大代表、省
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陈
友锦率调研组来我市调研法院
基层基础工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夏克勤随同
调研。市委书记钟志生，市委副
书记王前虎，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董立新，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曹雄泰，
市委秘书长胡春平看望了调研
组一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
浩、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邹中华
陪同调研。

在景期间，调研组实地察看
了浮梁县湘湖法庭、浮梁县法
院、昌江区鲇鱼山法庭和陶溪川
知识产权巡回审判点，并先后在
浮梁县和昌江区召开座谈会，认
真听取我市法院基层基础工作
情况汇报以及法院系统、相关部
门、人大代表、综治干部、律师和
人民陪审员的意见建议。

调研组指出，近年来，景德
镇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大力支持法院基层基础工作；全
市两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和
上级法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
决策部署，按照重心下移，力量
向基层加强、政策向基层倾斜、
工作向基层贴近的方针，全面加
强基层基础建设，取得了新的成
绩和进步，多项工作进入全国、
全省法院先进行列。希望景德镇
市继续在法院基层基础工作上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补齐短板，
在提升基层司法能力和工作水
平以及群众满意度上做出新的
更大成绩，为打造富裕美丽幸福
现代化江西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和有力司法保障。省人大将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大家
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人大积极
作用，有针对性地向省高院提出
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切实帮助
全省法院打牢基层基础建设阵
地，进一步推动法院基层基础工
作取得新进展。

江西日报九江讯（记者 杨
静）4月9日至11日，中央扫黑除
恶第15督导组组长支树平一行
到九江开展下沉督导。他深入湖
口和武宁两县，采取实地查看、
基层座谈等方式，详细了解扫黑
除恶工作开展情况。支树平强
调，九江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前
列，九江各级党委政府要在“学
习提高、依法严惩、打伞破网、综
合治理、强基固本”五个方面努
力走在全省前列，坚决打赢扫黑
除恶攻坚战。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尹建业参加。

支树平一行来到湖口县省
公安厅扫黑除恶办案点，实地调
研指导“1·16”专案的侦办工作，
看望慰问专案组参战民警，并深
入流泗派出所、县自然资源局、
双钟镇大岭社区等地，与一线民
警、行业部门工作人员、社区干
部交流，听取他们对扫黑除恶工
作的意见建议。在武宁县公安
局、县法院，支树平一行详细了
解了案件线索排查情况和涉黑
涉恶案件审理情况，查阅了相关
台账；他们还走进长水村，重点
调研基层组织建设及社会综合
治理工作。

支树平对九江前一阶段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同时，他强调，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通过责任剖析、
宣传发动，掀起新一轮的强大攻
势。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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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德镇学院搬
迁工程项目建设中，
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
景德镇项目部发扬二
局铁军精神，施工团
队在确保工程施工稳
步推进的同时，严把
质量关，做到文明施
工、安全施工，为景
德镇发展振兴作出了
贡献。

（记者 刘定远 摄）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汪涛）4月3日，省发展改
革委、省水利厅联合下达了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及省级投资计划。下达
到我市的计划总投资7130万元，建设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解决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问题，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水质达标
率、供水保证率达到“十三五”规划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市规划新建工程12处，水厂
管网延伸工程18处，新建供水管网687.07公里，改
造配套供水工程416处，水质净化设施改造工程134
处，受益人口达73.17万人，其中解决2.64万贫困人
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期间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规划总投资1.85亿元，已完成投资1.14亿
元，解决了810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
题。2019年，我市将再投入7310万元，通过对标准
偏低、规模偏小的已建供水工程进行改造、配套、
升级、联网，适当新建供水工程以及采取水源保护
和水质保障等措施，解决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提前实现“十三五”全市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目标任务。

本报讯（郭资伟 记者 王姝）4月8日，记者从市国资
委获悉，由该委出资监管企业景陶集团设计的“国韵”

“国艳”国宴餐具成为现任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接
待外国元首专用瓷。

“国韵”花面设计选用了国旗配色，采用了传统中国
结和代表吉祥的宝相花边纹，边缘运用描金工艺。“国
艳”花面以盛放的牡丹花为主体，瓷质洁白如玉、光滑细
腻，器形线条流畅、仪态庄重。两组套瓷在制作方面采用
了静压技术和手工制作相结合的花式成型，突破了釉面
质量和大件变形等缺陷，是现代日用陶瓷技术的巅峰之
作，尽显大国风范。

景陶集团“国韵”“国艳”入选
中南海接待外国元首专用瓷

“国韵”国宴餐具

“国艳”国宴餐具

我市持续发力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本报讯（朱德文 余妙兵）4
月10日，在乐平市公安局城南派
出所自助办理身份证业务的市
民汪先生给公安机关点赞，“仅
仅几分钟时间就完成整个办证
流程，办理身份证业务，就像到
银行ATM机自助取款一样。”

据乐平市公安局户政科科
长李世平介绍，近期该局为该市
城南派出所配备了居民身份证
自助、申请二合一设备，建成全
市首个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区，
倾力打造全天候一站式便捷服
务功能区，实现了居民身份证拍
照、申领一体化24小时自助办
理，从而填补节假日、休息时间
办证空档，是乐平市公安局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探索服务

创新、推行信息便民的又一重要
举措。

据了解，该设备集证件照自
助拍照机和身份证自助申请机
功能于一身，可用于多种证件照
片的拍摄采集，可开展户籍办
理、身份证申领业务。群众可以
自行操作拍摄出自己满意的证
件照片并打印或上传至相关系
统照片库，拍照结束后，系统将
直接通过与照片库的对接，完成
照片的自动获取，通过人像比
对、指纹核验、信息核对，确保办
证人信息准确一致后，再进行预
约、申请等一系列自助功能来办
理申领手续。完成申请后，系统
自动打印申请表和办理回执并
向申请人发送办理通知短信。

乐平市建成首个居民身份证24小时自助办理区

本报讯（记者 官龙样）日前，乐平市人民法院依
法对盘踞在该市乐港镇汪里村一恶势力团伙犯罪案
件公开宣判，被告人汪某平、汪某宝、汪某武、汪某祥
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被处四年至二
年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乐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以被告人汪某平为
主导，伙同被告人汪某宝、汪某武、汪某祥等人组成的
犯罪团伙，时分时合地经常纠集在一起，以非法收取
赌场高利贷获利为目的，或为泄愤、无端滋事，在乐平
市范围内多次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的犯罪活动，
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2016年初至2017年期
间，该团伙成员共同或分别以退还抵债蜂蜜为由对被
害人陈某国用拳头、砖头进行殴打；以还钱态度不好
为由对被害人吴某波用拳头进行殴打；以未还清债款
为由对被害人汪某根用石头进行殴打；以有过节为
由对被害人徐某勇用铁棍进行殴打，造成以上被害人
多处骨折。经鉴定，造成四名被害人不同程度的轻微
伤至轻伤二级。此外，还以欠高利贷为由，先后对被害
人董某龙、胡某福实施非法拘禁，分别将其逼进水塘
不准上岸长达5小时和4小时。案发后，被告人汪某平
和部分被害人经过调解，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案件在庭审过程中，四名被告人对其所犯罪行均
不同程度地认罪、悔罪。

乐平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汪某平、汪某宝、汪
某武、汪某祥，为非法收取高利贷欠款，结伙随意殴打
他人，情节恶劣，又以在寒冷的气候下逼人下水的虐
待形式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应予并罚。

综上，乐平市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和量刑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
依法一审作出以上判决。

乐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汪锦红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黑恶势力是社会的毒瘤，以汪某平为
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为了收取非法高利贷债权，经常
纠集在一起，在公共场所持凶器任意殴打他人，情节恶
劣，受害者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还以在寒冷的冬天逼
迫受害人下水的方式虐待、拘禁被害人，汪某平等人的
行为严重危害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权，扰乱了社会
生活秩序。乐平市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
召，对这伙恶势力犯罪团伙给了一记“快、准、狠”的重
拳，同时，也对社会上其他不法人员起到了极大震慑。

对恶势力犯罪团伙“快、准、狠”打击 4名被告均获徒刑

乐平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恶势力团伙犯罪案

一个“80后”班长的“管理经”
——记航空工业昌飞劳动模范王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