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珠山
区里村街道新
峰巷社区联合
七彩梦双语幼
儿园开展梦幻
海陆空三军演
习活动。

活动现场，
身着军装的家
长和小朋友在
教官、老师们的
带领下，开展了
一场与众不同
却充满温馨的
亲 子“ 军 事 演
习”活动。

（黄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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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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四月十一

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

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

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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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讯（宗祎）5月13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省委书
记刘奇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公
安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刻总结了
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阐述
了新时代公安机关的使命任务、思路
方向、根本要求，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
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对做好新时代
公安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新时代
公安机关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
责使命、不断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政治建警、
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坚决
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
民安宁，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
江西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决服从党的命令、听从
党的指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确保公安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要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大力发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健全预测预警预防
工作机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
挖彻查“保护伞”“关系网”，创新完善
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努
力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加快完善警务管
理体系，持续推动公安管理服务创新，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公
安工作能力水平。要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警，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着力提升能力素质，强化纪律作风
建设，努力打造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公安铁军。

会议传达学习了《干部任用条例》
座谈会、全国公务员工作暨学习贯彻
公务员法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把政治标准放在首
位，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始终坚持从严
要求，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
队伍。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务员法，加强
公务员队伍政治建设，深化公务员分
类改革，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进一步
激励新时代公务员新担当新作为。

会议听取了2018年市县党委和
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
报，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2019年脱
贫攻坚“夏季提升”整改攻势方案。会
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大力实
施“夏季提升”整改行动，用好考核结
果，狠抓整改落实，着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持续整治扶贫领域

“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症，力戒
脱贫攻坚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质量，确保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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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喻帆）5月13日上午，市长
刘锋主持召开市政府第49次常务会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黄金龙，市委常委、副市长沈
水生、王鸿运，副市长熊皓、刘朝阳、何军
威、张良华、徐耀纯，市政府秘书长张维汉等
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和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
新时代公安政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
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
严治警，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
责使命，不断提高我市公安工作水平，为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

都提供有力保证。
会议听取了2019年为民办10件实事工作

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民生实事是市政
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来不得半点
虚假，必须坚决完成。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民生实事放
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要严格对标对表，明确
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确保完成目标任务。要
加强定期调度与督察问效，对工作不到位、不
能按期推进的严肃问责，真正把每一件民生
实事落到实处，使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
福感。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景德镇市创建无
障碍环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和《景德镇市无
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办法》。会议指出，无障碍
环境建设是完善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我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要加快完善无障碍设
施建设，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确保我市无障
碍设施建设和管理达到全国标准，让残疾人、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四上”企业入库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指
出，“四上”企业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
军、顶梁柱，也是生力军、增长极。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履职担当，加强沟通协作，全力推进

“四上”企业摸底、培育、申报入库。要着力
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
严格落实奖励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入库积极
性，确保入库数据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第49次常务会议
刘锋主持

我叫吴承澈，来自韩国，目前在景德
镇陶瓷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学习的是
陶艺专业。我从小就热爱绘画和陶艺，
本科读的也是陶艺专业，我认为我跟景
德镇有一种特别的缘分。我记得在韩国读
大二那年，我来景德镇陶瓷大学当交换
生，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景德镇，虽然很短
暂，但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的到来，让我在
心里发誓一定要再来景德镇。所以我本科
读完后选择了来景德镇读研，更好地学习
陶艺技术。

来到景德镇后，我发现这里的陶瓷文
化氛围真的很浓厚，环境也很优越。之前
在韩国学习，虽然也有很多人热爱陶艺，
但是学习环境并不是很好，学习陶艺有很
多困难的地方，而在景德镇，不管是在校
园里还是在校外，陶瓷的影子和气息都随
处可见。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很了解陶
瓷，我们能一起交流关于陶艺创作的思想
和细节，在交流中就能学到很多知识；而
且在学校外面就有更多关于陶瓷的历史和
记忆，好像我随便在街上问一问关于陶瓷
的问题，大家都能回答我，真的觉得来景
德镇学习实在是太幸福了。

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我也去了古

窑、陶溪川、陶瓷博物馆，还有雕塑瓷
厂。我觉得这些地方太有意义了，在这些
地方我能感受到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特别是陶溪川，那里的建
筑风格让我想到了欧洲的艺术街区，但一
走进去就全是关于陶瓷的文化艺术，除了
有很多精美的名品瓷器之外，还有很多年
轻的陶艺爱好者在里面摆夜市，真的很热
闹，氛围很好，也给了很多热爱陶艺的年
轻人机会，这是很可贵的。每次去陶溪川
看陶艺作品就更觉得景德镇真的是卧虎藏
龙之地，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

来景德镇半年多了，我越来越适应在
景德镇的生活。我觉得景德镇的变化很
大，现在的景德镇环境优美了、交通便利
了、道路也宽敞了。越来越好的景德镇让
我想一直在这里学习，我相信这么好的陶
瓷文化氛围，一定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创造
出满意的作品，学习更精湛的陶艺技术。

（本报见习记者 张伊 记录整理）

吴承澈：我与景德镇有一种特别的缘分

人物名片
中文名：吴承澈
国籍：韩国
学习地点：景德镇陶瓷大学
景漂龄：半年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汪涛）当前，正值
主汛期。近日，市水利局与长江水利委员会长
江科学院合作，积极开展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
监测系统建设，进一步提高预测预警的时效性
和精准度，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险情，确保水
库安全度汛。

据调查，我市共有小型水库452座，其中55
座小（1）型水库和218座小（2）型水库建有水雨

情自动监测系统，179座小（2）型水库未建水雨
情自动监测系统。由于缺少日常管护经费，部
分设施还不能正常使用。为切实加强小型水库
安全度汛工作，提高全市的小型水库水雨情监
测预警能力，市水利局结合推进水利工程标准
化管理工作，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完善水
库自动化监测预报功能，建立市、县、乡、村四级
共同参与的远程监测管理平台，由服务方建设

完善小型水库防汛水雨情监测预报系统，并派
遣专业维护人员对相关设施进行运行管理维
护，保证第一时间发现险情隐患，及时有效处
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水库安全度汛加一道“保险”

我市完善水库水雨情自动监测系统

本报讯（记者 张怡）5月14日，省委召开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座谈会。会议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重要论述，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加强
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整治“怕、慢、假、庸、
散”作风顽疾，着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
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钟志生、刘锋、
王前虎、汪立耕、张春萍、董立新、王鸿运等
市四套班子领导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
议。

座谈会后，钟志生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要求。他指出，一年前，省委召开全省作风
建设工作会议，对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怕、

慢、假、庸、散”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务实有
效的举措，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狠抓作风建设
的强劲态势，进一步带动了全省上下提振精气
神、汇聚正能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从更高层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提供了坚强有力的
作风保障。

钟志生指出，一年来，景德镇按照省委的
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对照反思，以
自我革新的勇气，用创新的办法、群众的力
量、科技的手段、社会的监督，找问题、挖根
源、下猛药，坚持以做事论英雄、看担当用干
部、凭实绩给平台，为担当者担当、为做事者
撑腰，打出了一套作风整顿的“组合拳”，树

立了做事是最好作风的鲜明用人导向，干部作
风持续向好。

钟志生强调，当前，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正
处在一个你追我赶的关键时期，虽然省委此次
召开的是县（市、区）委书记座谈会，但是我
们也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责任摆进去、把工作
摆进去，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坚决克服“说了等于做了、做了等于做好了”
的不良现象。要坚持走在前头、干在实处，把
忠诚落实到行动上，把担当体现在工作中，把
干净反映在老百姓的口碑里。要多做群众期盼
的事，多做为地方发展打基础管长远的事，努
力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让省委放心、让群众
满意。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座谈会
钟志生就贯彻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刘锋王前虎汪立耕张春萍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