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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荷塘精神传承荷塘精神，，忠诚担当实干忠诚担当实干，，在打造在打造
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中实现新跨越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中实现新跨越

昌江讯（夏子俊） 5月30日，昌江区召开全区安
全生产、防汛暨社会稳定工作会议。昌江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仕木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陈忠豪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海，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彭庆鉴出席。

朱仕木强调，安全生产及社会稳定工作关乎全区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各
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抓落实。就今年防汛工
作，乡镇、街道要积极与水库管理人员对接，时时刻
刻关注雨情水情，在应急值班工作上排好人员，不定
期组织人员开展巡察工作，一定要做好抢险应急队伍
的组建工作。就今年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区域要做
好安全生产检查与台账。安全生产无小事，各职能部
门要定期开展督查检查，关乎群众的事务必放在心
上。

陈忠豪在会上要求，针对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要
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
加大问题隐患整改力度，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加强事
故警示教育。在落实工作上，思想认识要进一步提
升，整体合力要进一步形成，安全责任要进一步落
实。

会上，刘海、彭庆鉴分别就全区防汛工作、端午
节期间全区维稳工作进行布置。

昌江讯 （杨汶鑫） 5月31
日，昌江区召开全面依法治区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昌江区委
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
会主任罗璇主持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区长朱仕木，区委副
书记吴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恩清，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程步才，区法院院长陈翰朋，
区检察院检察长程家敏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
省委、市委全面依法治国、治
省、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听
取2018年度法治昌江建设工
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

会上，罗璇强调，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统筹抓好依法治
区工作，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
区的政治担当，各部门务必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全面依
法治区工作的重要性，确保全
面依法治区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准确把握依法治区的工作
重点。二要加快建设法治政
府。打造优质高效、全省一
流的政务环境，加强职能转
变，推动政府工作纳入法治
轨道，确保2020年如期实现
基本建设法治政府目标，加
快推进行政职能规范化，不
断完善政府责任清单，坚持把
握严格规范工作文明执法这一
重点，建立权威高效的行政执
法体制，整治“怕、慢、假、
庸、散”顽疾。三要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坚持追寻司法规律和推
动制度创新相结合，坚持以提
高司法公信力来作为根本尺
度。四要坚持以宪法学习宣传
教育为统领。大力倡导全民学
法、用法良好氛围，全面推进
法治社会建设，抓好宪法宣传
教育，让法治成为全民的普遍
信仰，奋力开创昌江区全面依
法治区新局面。

昌江讯（杨汶鑫） 5月26日，昌江
区2018年度考核发现问题暨2019年脱
贫攻坚“夏季提升”整改工作会召开。
昌江区委书记罗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朱仕木主持，区委副书记吴
艳，区政协主席陈华清，方群、陈忠
豪、程步才、刘海、彭庆鉴、汪立胜、
李龙江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罗璇指出，要紧张起来，不

要麻木不仁。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
面精准脱贫，是党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
战之一，是全党全国当前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一件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全
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大政治责任和最大政治任务，集中全力
攻坚，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罗璇强调，要行动起来，不要雷打

不动。要扎实抓好基层基础工作，坚定
不移提升产业扶贫，全面有力落实政策
扶贫，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管理。

罗璇要求，要担当起来，不要推
卸责任。抓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必
须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过硬的担当
能力，切实做到“三个到位”。压力
传导到位、问题整改到位、责任追究
到位。

朱仕木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强调，
一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严峻形势。二
要对标对表，重点查摆薄弱环节。三要
压实责任，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会上，吴艳传达了省2018年度脱
贫攻坚县（市、区）约谈会议精神，余
世建部署2018年度省考核发现问题暨
2019年脱贫攻坚“夏季提升”整改工
作。

昌江讯 （徐鑫鑫） 5月30日，昌江商训——昌江
区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培训班在区政府西二楼会议室开
班。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区非公领导小组组长刘
海，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席程厚宏，区检察院
检察长程家敏，区委统战部、区金融办、区工商联相
关负责人出席开班仪式。

刘海指出，昌江区举办这次培训班，是为了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搭建政企沟通桥梁，提高非公企业家的法律知识
和法治观念，增强企业依法维权的能力，推动非公企
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解决非公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促进非公企业平稳较快发展。

刘海对参训的非公企业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提高
政治站位，更加充分认识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二要创新理念，进一步提升企业发展能力。三
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培训班为期一天，共设置了四堂课程，专业人士
的讲解，让企业家们受益良多。

昌江讯 （黄洪波） 5月 27日，昌江区委书记罗
璇，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程步才，区残联相关负责人
一行，到位于昌江辖区的景德镇博爱陶瓷文化交流中
心看望慰问全国残疾人自强模范张玲。

在张玲创办的博爱陶瓷展厅内，罗璇一边欣赏张
玲带领的残疾人创业团队创作的陶瓷艺术作品，一边
了解张玲求学、学艺及博爱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的发展
历程。

在了解到张玲及其带领的残疾人艺术团队克服各
种困难，努力创作陶瓷艺术精品并回馈社会的事迹
后，罗璇高度赞扬了张玲身残志坚、自强创业的拼搏
精神，鼓励她和她的团队继续努力攀登艺术高峰，用
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鼓舞昌江人民，并要求区委宣传
部、区残联等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弘扬张玲及其团队
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

昌江讯（杨汶鑫）5月29日，昌江区
委书记罗璇，区委副书记、区长朱仕木深
入鲇鱼山镇调研殡葬改革和脱贫攻坚工
作。区委副书记吴艳，区领导方群、彭庆
鉴、陈莉，区扶贫办、鲇鱼山镇负责人陪
同。

罗璇第一站来到鲇鱼山镇良港村，
就良港村人文公园北口小垅山迁坟工作
召开推进会，详细听取镇、村工作汇报。

罗璇强调，殡葬改革是一项惠民利
民的大工程，人文公园北口小垅山迁坟

工作一定要扎实完成。党员、干部要起
带头示范作用，从自己做起，做好亲戚的
思想工作，全力配合政府做好此次迁坟
工作。要把工作做细，把宣传资料发放
到位，具体情况要全部摸清。要强化保
障，抓好时间节点，保障此项工作按时按
量完成。要压实工作责任，把任务分摊
到个人。务必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克服
难题，聚焦聚力，坚定不移地完成好此次
工作。

朱仕木指出，要加强宣传，宣传工

作一定要做细，让老百姓清楚地了解政
策。干部要起带头作用，首先要站出来
支持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好此项工作。
要强化措施，上村上户讲解政策，签好
承诺书，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难处。要加
强保障，干部亲戚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做
通。要加强督查，每天上报工作情况。
要举一反三，扎实推进，为以后的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罗璇随后来到鲇鱼山镇关山村，就
脱贫攻坚工作召开座谈会。会上，罗璇

详细询问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情况，并听取了镇、村工作汇
报。

罗璇指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村
两委班子责任重大，要思考脱贫攻坚工
作如何做好，把扶贫工作责任压实。要
做好对接，把软件设施建设好，解决老
百姓的出行、饮水和住房问题。要继续
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确保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昌江讯 （朱礼良 曾凤仪
文/图） 5月30日，在国际“六
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昌江区
委书记罗璇到市第十五小学和
金桥小学，看望和慰问少年儿
童，为小朋友送去了节日礼物
和美好祝福。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程步才，副区长陈莉等陪
同。

在十五小，少先队员们为大
家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罗璇为
孩子们送上了书包等学习用品，
并祝福他们节日快乐，希望孩子
们好好学习，做新时代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好少
年。

慰问活动结束后，罗璇还饶
有兴致地参加了十五小“争做时
代好队员、我是小小追梦人”新
队员入队仪式。

在金桥小学，罗璇一行来到
少先队员中间，为少先队员赠送

书包等慰问品，与他们亲切交
谈，并合影留念。少先队员为罗
璇等佩戴红领巾。

随后，罗璇查看了该校的基
础设施建设，并对学校的校建工
程进行指导规划。

昌江讯（阮新蕾）5月31日，昌江区2019年“一长两
员”岗前培训班开班。市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天
明，副区长余世建出席。区行政村正、副林长，行政村
森林资源监管员，以及生态管护员105人参加学习。

李天明提出，要认清形势，增强林长制重要性的认
识。这是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区、景德镇示范区样板，为
解决基层问题搭建平台。要认真履责，切实担负起森
林资源保护的责任。要主动汇报以及对接工作，协调
好护林员、监督员与林护站的关系，加大宣传营造森林
资源保护的氛围。

余世建提出，一是织密织牢“一长两员”管理构架
体系，推动林长制工作落地落实，保护好发展好昌江区
森林资源。二是要加强交流与沟通。举办培训班不仅
在于一天的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同样需要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创新林长制工作思路和方法，有力推动昌江
区林长制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培训会上，传达了省、市、区三级林长会议精神，介
绍了区林长制工作推进情况，教授了林长制工作、公益
林管理、林地管理等知识。参会学员表示，本次学习受
益颇丰，以后要将理论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

昌江讯 （杨汶鑫） 5月31日，昌江区委书记、区
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璇主持召开昌江
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区委副书
记、区长朱仕木，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长李龙江，副
区长余世建出席会议。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
重要论述，传达了全国、省、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精
神，听取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情况汇报，并审议
相关文件。

罗璇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做好新
时代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政治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
持不断创新发展。要切实打开思路、转变观念，科学
谋划、顶层设计，逐步搭建退役军人工作的“四梁八
柱”。

罗璇强调，要聚焦重点抓落实，奋力开创昌江区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新局面。在服务、安置、保障、“维
稳”上下功夫。在区本级建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在
乡村两级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覆盖全员的，具有昌江特色的退役军人服务管
理网络。各级各部门要畅通退役军人信访渠道，及时
妥善办理部分退役军人反映的诉求。

朱仕木强调，要大力提升退役军人的服务管理水
平，加大推进服务保障力度，优待保障服务水平，设
法解决困难矛盾；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
良好氛围，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协调联动，注重宣传
引导，各乡镇（街道）要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
作经费、办公场所等方面切实落实到位，真正把退役
军人工作统起来、抓起来。

昌江讯 （杨汶鑫 文/图） 5
月 31日，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来临之际，市教育局局长冯国

平，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胥慧
强，昌江区委副书记、区长朱仕
木，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程步才

先后来到吉的堡幼儿园、古城小
学、第二十一小学、昌南湖伟才
幼儿园，与孩子们欢度“六
一”，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并向各学校教师致以亲切
问候。

在第二十一小学，朱仕木
聆听了由二十一小学生组成的
瓷乐队演奏的《我在景德镇等
你》，婉转悠扬的旋律回荡在校
园中。朱仕木鼓励孩子们再接
再厉，放飞梦想，并送上“六
一”祝福。

在昌 南 湖 伟 才 国 际 幼 儿
园，朱仕木参观了园内的教育
区，详细了解孩子的生活、饮
食情况，并走进教室向孩子们
问好，送上节日礼物，孩子们
露出了天真灿烂的笑容，园内
欢声笑语一片。

昌江区召开2019年脱贫攻坚“夏季提升”整改工作会
罗璇讲话 朱仕木主持 吴艳陈华清出席

昌江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罗璇朱仕木出席并讲话

抓好时间节点 确保按时按量完成
罗璇朱仕木调研鲇鱼山镇殡葬改革与脱贫攻坚工作

送礼物 看汇演
区领导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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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创业 精神可嘉
罗璇看望慰问全国自强模范张玲

昌江区非公有制
企业法人培训班开班

安全生产无小事
群众安危放心上

昌江区召开全区安全生
产、防汛暨社会稳定工作会议

昌江区举办“一长两员”岗前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