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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璇朱仕木率队调研项目建设

引进能源项目

助推经济发展

昌江区与中南集团举行对接洽谈会
昌 江 讯 （汪 晓 轩） 4 月 9 日 上 午 ，
昌江区举行景德镇中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能源项目对接洽谈会。昌江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仕木，区委副书记吴艳，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忠豪，中南集团
公司总裁章成识及区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洽谈。
朱仕木表示，昌江区有着良好的发
展潜力，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欢迎中南
集团来昌江区投资兴业，发展能源项
目，昌江区要解放思想，把这项工作作
为一件主要任务，有关单位及部门要全

朱仕木出席并讲话

力以赴给予支持，让中南集团能源项目
做大做响，助力昌江经济发展。区政府
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坦诚、公平、
公正地做好项目的洽谈与对接工作，在
政策及硬件设施上予以帮助与支持。
章成识表示，感谢昌江区政府对企

业发展的扶持，下一步将落实洽谈会共
识，加快推进项目落地昌江，实现双赢。
景德镇中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登记成立，公司经营
范围包括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财
务咨洵、融资咨询等。

市双创双修指挥部驻昌江区督导组见面会召开
江华吴艳出席并讲话
昌江讯 （夏子俊） 4 月 3 日 上 午 ，
昌江区召开市双创双修指挥部驻昌江
区督导组见面会。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双创双修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
长江华，市双创双修指挥部驻昌江区
督导组组长刘景兵，市双创双修指挥
部创卫技术组及公共卫生督导组组长
付建清，市双创双修指挥部创文技术

二组组长叶凯及其他督导组成员参加
会议。昌江区委副书记、区双创双修
指挥部指挥长吴艳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领导陈忠豪、刘海、陈莉、余刚、
刘坚出席。
江华指出，去年双创成绩喜人，但
突出问题还比较多。今年的双创工作要
拿出背水一战的干劲，在去年的基础上

再赶再超，缩少差距，看清形势，薄弱
项目要继续改进，扣分项目要逐一整
改，工作要改革创新，措施要推陈出
新，促改革、补短板、抓整治、强宣
传，提升人民群众的认知感，为今后双
创双修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吴艳表示，双创工作要做到有系
统、有计划、有安排；针对创文材料申

报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拟定创文材料
任务分解表，每月进行安排，确保材料
真实性；要全面梳理双创项目、改造提
升，做一些精品小区项目；要组织活
动，扩大群众参与面，发动老百姓、志
愿者的优势共同努力。
会上，刘景兵、付建清、叶凯就近
期双创双修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传统文化进校园 书法名家送大餐
昌江讯 （杨振明 文/图） 4
月 11 日下午，由市文联、昌江
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文联、区
书协、新枫街道联合承办的
2019 年送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市第五小学举行。市文联党
组书记、主席熊小席，昌江区
委常委、宣传部长程步才出席
并讲话，市文联副主席王玉
娟，市书协、市青年书协、市
景漂协会的艺术家和市五小师
生 50 余人参加活动。
熊小席对艺术家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
示，市文联将按市委、市政府
的要求，加强思想引领，推动
文化传播，将传统文化深入生
活，扎根土地，深入学校、深
入课堂，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
系列活动，助力“双创双修”，
共绘新时代新画卷，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程步才指出，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一笔一划

昌江区组团学习考察共青城文明实践建设
昌江讯 （阮新蕾） 4 月 2 日，昌江区委宣传
部组织宣教系统干部赴共青城市学习考察文明实
践建设，了解共青城市区级、街道、学校以及社
区四个层面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共青城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融媒体中心参观，详细了解文明实践中
心的组织结构和经验做法，实地考察中心硬件设
施建设、软件配置，为推动自身文明实践中心的
建设积累经验。
在共青城市茶山街道东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考察团详细了解社区居民服务建设成果，
并实地参观东湖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社区联动中

心、综合治理中心等区域，“内容丰富，很实
用，受益匪浅。
”
考察团一行还参观考察了共青城市教育体
育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甘露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图书电子阅览室、音乐室、商会和乡贤
活动照片墙等实践理念，让考察团一行印象深
刻，为打造昌江特色乡镇文明实践所提供了良
好的学习蓝本。
考察团一行还拜谒了耀邦陵园，参观胡耀邦
纪念馆，缅怀胡耀邦同志共青垦荒精神、艰苦奋
斗精神，学习“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
学、开拓进取”的共青垦荒精神。

写好字，一点一滴做好人，积
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以文化育人，提高人文素
质，用传统文化精髓滋养青
少年，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种
子在每一名学子心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全区上下要努
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工作，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经典进校园活动，在
全区范围内形成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推动昌
江区教育和文化事业取得更
大的进步。
现场，郭立、汪开潮等十
余位艺术家挥毫泼墨，展示风
采，整个现场气氛浓郁，墨香
四溢。他们挥洒自如的创作、
精湛的书法技艺和美轮美奂的
书画作品，充分展现了书画艺
术的独特魅力。在场的学生们
边欣赏、边赞叹，纷纷表示要
好好写字，为弘扬书法艺术增
光添彩。

丽阳镇金融服务站成立
昌江讯 （杨汶鑫） 4 月 11 日，景德镇昌江九银村镇银行丽阳
镇金融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副区长余世建，区扶贫办、丽阳镇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仪式。
仪式上，九银村镇银行行长曲园龙表示，银行将积极推进
“建档立卡”大数据建设、特色信贷产品开发推广、金融政策宣
传等工作，多维度、多渠道与当地政府、企业、家庭农场、农户
形成良性互动，将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深入丽阳、扎根丽阳，
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
仪式后，在镇政府会议室举行了简短座谈会。
据了解，服务站是九银村镇银行在景德镇设立的第一家金融
服务站，丽阳镇作为金融服务站试点乡镇，旨在普惠群众，方便
群众，让群众不出远门办理银行业务。

罗璇出席并讲话

昌江讯 （夏子俊 文/图） 4 月 3 日下午，阴雨
绵绵，昌江区委书记罗璇，区委副书记、区长朱仕
木，区领导吴艳、李恩清、方群、陈忠豪、彭庆
鉴、汪立胜、刘坚等，以及区直有关部门、乡
（镇） 街道主要负责人，对昌江区部分项目建设进
行现场调研。
罗璇、朱仕木一行先后来到位于经一路附近的
昌江区社会综治中心和丽阳镇港南村的国家粮食储
备库工程建设现场，问规划、看图纸，察看现场施
工情况，详细了解目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遇到
的难题。
罗璇强调，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安排工作，对于
招标项目要依法依规进行招标，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工期，圆满完成
项目建设任务，打造“昌江样板”
。
朱仕木要求，设计方要严格按照上级部署与安
排，对一些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对一些补强之处进
行提升，在规定工期内完成施工任务。
现场调研结束后，罗璇在区财政局主持召
开 昌 江 区 项 目 推 进 会 ， 就 建 设 项目进行梳理及
安排。

昌江讯 （阮新蕾） 4 月 4
日下午，昌江区扫黑除恶领导
小组 （扩大） 会议举行。昌江
区委书记罗璇出席并讲话，区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方群，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彭庆鉴，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汪立胜，副区长、昌江公安分
局局长汪国强，区检察院检察
长程家敏出席会议。
罗璇要求，要准确把握中
央扫黑除恶督导专项斗争督导
工作重点和要求，清醒认识当
前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针对性地采取
措施，抓紧时间整改到位、补
齐短板。
罗璇强调，要全面落实迎
接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的各项工作。认识要到位。全
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齐心协力、勠力同心，扎
实做好扫黑除恶工作。职责要
落实。信访组、宣传舆论组、
安全保卫组、线索核查组、协
调联络组等六个工作小组要明
确职责任务，扛起担子，认真
履职，积极作为，抓实做好各
项协调准备工作。准备要充
分。各地各部门要引起高度重
视，各负其责，在规定的时间
准备好资料台账，做到内容对
标精准，标准严格把握，时效
绝对确保。底数要摸清。区纪
委监察机关、区委组织部、昌
江公安分局、区法院、区检察
院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纪
律要严明。各部门要全力配
合，以督导压实政治责任，传
导政治压力。
彭庆鉴指出，各工作小组
要认真对待这次督导，六个乡
镇、十个重点部门要按照责任
清单，扎实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通过研究查改，把所有短
板补齐。要提高思想站位，有
政治自觉，只有思想认识提
高了，才能真正行动起来。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场
铲除黑恶的大扫除，要扫出一
个风清气正、朗朗乾坤、人民
满意的成果。

昌江区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

把会议带到现场 打造“昌江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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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区作风建设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
昌江讯 （夏子俊） 4 月 9 日下午，昌江区作风
建设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昌江区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区作风建设领导小组
常务副组长方群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作风建设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四个专项行动小组组长，各乡镇 （街
道） 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方群强调，昌江区作风建设工作要坚持有效、
避免务虚，加大工作力度，发挥“七抓”措施：要
抓 减 负 减 压 。 坚 决 打 击 “ 形 式 主 义 ”、“ 官 僚 主
义”，制定一系列可行的措施。要抓调查研究。集
中整治“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疾。要抓
教育警示。对干部不仅要进行“正面”教育，同时
也要进行“反面”教育，以案示警。要抓改革。以
五型政府建设为切入点，狠抓作风建设。要抓督察
巡查。发动特约监察员、作风建设成员小组及各个
乡镇，以问题为导向，用数字来说话。要抓整治
整改。要建立长效机制，各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要
敢抓敢管，严格要求，突出重点项目建设的重点
整治。要抓组织宣传。通过作风监督随手拍，全
方位多角度对作风建设进行宣传报道。
会议学习传达了相关文件精神，四个专项行动
小组及各乡镇 （街道） 汇报了 2018 年作风建设工
作情况及 2019 年工作打算，审议研究了 《昌江区
2019 年作风建设工作要点》。

省统计局调研组调研昌江文化产业
昌江讯（杨汶鑫）4 月 3 日，省统计局社科文处副
处长黄小平一行，深入昌江区调研文化产业发展，并
召开座谈会。市统计局总统计师王选华，区委宣传
部、发改委、统计局、文广新旅局、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陪同并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区委宣传部、发改委、统计局、文广新
旅局、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就做好文化产业发展工作作
了汇报。
黄小平对昌江区各部门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
繁荣的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她要求，
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充
分了解本部门相关的文化产业情况，调度好各部门的
积极性，各单位部门相互配合，通过第四次经济普查，
了解昌江区的文化产业情况，完善监督，狠抓落实，实
现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