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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耀现场考察。

援建项目文化长廊。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脱贫攻坚战决策部
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按照“核心
是精准、关键是落实、确保可持续”的工作要求，黑
猫集团高度重视，及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制定
帮扶计划，精心组织项目实施，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取得了一定成效，达到了帮扶目标，整村脱贫验收得
以顺利通过。

帮扶村基本情况帮扶村基本情况

樟木里村位于乐平市高家镇西北部，距镇政府3
公里。该村有小一型水库1座、小二型水库2座，村域
面积5平方公里，其中水田2000亩、山林2100亩。全
村辖4个自然村，属“十三五”省级贫困村，全村共
有396户，总人口813人，村两委干部6人，党员33
人，低保户31户66人，五保户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11户31人。2016年、2017年脱贫5户 13人，2018年、
2019年、2020年三年计划脱贫5户15人。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

黑猫集团成立了精准扶贫帮扶工作小组，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耀任组长，总经理李保泉任常务副
组长，党委副书记方秋保任副组长，创建办主任严春
华任协调员，驻村工作队由罗俊、冯上雄组成，罗俊
任驻村第一书记。同时，明确了职责和任务，制定了
计划和措施，为集团顺利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建档立卡规范有序建档立卡规范有序

集团驻村第一书记严格按照摸底调查、初选对
象、公示公告、结对帮扶、制定计划、填写名称、数
据录入、措施更新等步骤，按照相应的时间节点，完
成了11户扶贫对象档案的整理工作。

结对帮扶深入民心结对帮扶深入民心

为确保脱贫攻坚质量，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摆
脱贫困，集团选派了7名年轻领导干部对樟木里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结对帮扶，要求每人每月至少一次
进村入户，认真摸清每个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
找准帮扶办法，协调解决实际问题，鼓励贫困户克服
当前困难，树立加快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产业帮扶真抓实干产业帮扶真抓实干

为确保贫困户有长期固定的经济收入，巩固提升
扶贫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耀还深入帮扶村现场查看扶贫产业（白茶种植

基地），并就下一步助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以产业发
展促进稳固脱贫制定了细致方案，并资助5吨高效复
合肥用于白茶基地的种植。集团党委副书记方秋保带
领帮扶工作组及结对帮扶干部多次来到该村，与村干
部和乡镇领导共同探讨如何开展好产业扶贫“四个
一”工程，如何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劳有所得，丧
失劳动能力的如何以产业入股分红的形式获得可持续
性收益等。同时，为村集体添置了一套12万元的制茶
设备，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由“输
血功能”变“造血功能”，提升该村自我发展能力。

安居帮扶初见成效安居帮扶初见成效

集团近两年先后投入20万元帮扶专项资金配合政
府危房改造项目，对该村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
危房重建改造，极大地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环境。

爱心帮扶有声有色爱心帮扶有声有色

为进一步推动帮扶工作，集团广泛动员党员干
部、团员青年加入爱心扶贫队伍，每年“七一”前

夕，以支部为单位，组织部分党员干部来到帮扶村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并送上自购的慰问物资，鼓励
困难党员坚定生活信心，早日脱贫致富。同时，集团
团委成立了精准扶贫“爱心社”，不定期组织团员青
年献爱心，到该村中心小学开展贫困学子“微心
愿”活动，并用善款购买了近万元学习用品、运动
服等物资送到每名学生手中，勉励他们好好学习，
健康成长，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每逢春节、中
秋等传统佳节，集团准备好节日物资，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困难党员、低保户、五保户等进行走访慰问，
送上节日祝福。

援建帮扶如火如荼援建帮扶如火如荼

根据江西省扶贫攻坚计划，樟木里村2018年整村
脱贫，因上级扶贫资金投入有限，村环境整治工作暂
时还未达到验收标准。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经集
团党委研究决定，抽调集团工程管理部人员与驻村第
一书记共同牵头负责项目实施，以超常规措施、实打
实如期完成援建项目，共投入资金近53万元，为该村
顺利通过整村脱贫达标验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黑猫集团：依托项目精准扶贫
□ 严春华

■ 投入 9.8 万元完成了 17 户近 5000

平方米的裸体房及危旧房外立面刷新维修

改造工程；

■ 投入4.6万元新建160平方米的村

垃圾池转运点；

■ 投入3.2万元在该村房前屋后闲置

地实施绿化并栽种果树，拆除空心房、旱

厕等约8000平方米；

■ 投入14.7万元在进村入口处安装

100 米水泥护栏，铺设草坪 100 平方米，

同时在中心小学门口打造了等候厅及周边

文化墙等景观提升工程；

■ 投入 10.5 万元实施长 100 米约

1143平方米的入户道路硬化工程；

■ 拨付10万元用于该村村容村貌的

零星提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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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集团援建项目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施雨岑）教育部11
日发布《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要求各
地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工作，于2019年上半年尽快部署开展一次全面排查，
对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导致适龄儿童、少年未接受义
务教育的行为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问
责，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规定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法招收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施义务
教育；不得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告，诱导家长将适
龄儿童、少年送入培训机构，替代接受义务教育；不
得有违反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
内容，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从四德”、占
卜、风水、算命等封建糟粕，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
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规定要求，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
监护人要切实履行监护人职责，除送入依法实施义务
教育的学校或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自行实施义
务教育的相关社会组织外，不得以其他方式组织学习
替代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针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因身体原因无法
到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规定提出，家长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应当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教育行
政部门可委托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身体状况、
接受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的能力进行评估，确定
适合其身心特点的教育安置方式。

教育部：

坚决纠正妨碍适龄儿童少年
接 受 义 务 教 育 行 为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江西宏达建筑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602817339259752
住 址：乐平市珠海西路
法定代表人：吴金根
未履行标的额：1500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5）景民二初字第51号

景德镇市诚信红黑榜
（2019年第1期）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
设的指导意见》，将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
为实施联合惩戒，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
措施，并撤销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
有直接责任的董事、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
号，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对有履行能力
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和
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
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
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商业银行、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
定价原则，对严重失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和
财产保险费率，或者限制向其提供贷款、保
荐、承销、保险等服务。根据中央和省里要
求，我市还将进一步建立完善信用联合奖惩
机制，将对信用记录好的企业和个人，给予
优惠和便利，对信用记录不好的企业和个
人，给予严格限制。

A级纳税人
（2017年度）

景德镇宗元国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景源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万平真空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 榜

黑

榜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李才旺，男，41岁
身份证号: 3602811978****6817
住 址：乐平市浯口镇梅溪桥村
未履行标的额：121.56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6）赣0281民初1493号等

李才旺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江西金塔万通贸易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60281558488658U
住 址：乐平市礼林镇街上村
法定代表人：黄富银
未履行标的额：2674.88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8）赣02民初45号

发布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中级法院 市税务局

发布时间：2019年4月13日

执行法院：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景德镇弘一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60200MA35FF261J
住 址：景德镇市迎宾大道锦绣昌南中

国瓷园
法定代表人：张少华
未履行标的额：27.9797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8）赣0202行审5号

王金胜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王金胜，男，51岁
身份证号：3602121968****4811
住 址：浮梁县经公桥镇新家源村
未履行标的额：4.92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

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2015）浮民一初字第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