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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格格’就像自己的闺女一样
亲”，这是生活在江西上饶市信州区西
市街道不少群众的感受。因为当地
95%以上的网格员都是女性，所以她
们被亲切地称为“西市格格”。

从织就平安网络的“西市格格”
到为群众保驾护航的“智慧保镖”，江
西将互联网思维和综治工作深度结
合，使得风险预警防范能力和事件处
置能力、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
断提升。2018年，全省刑事警情下降
15.3%，全省公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
提升。

“互联网+网格化”让基
层治理“耳聪目明”

“这里可能有个传销团伙。”今年1
月8日，“格格”周海燕接到群众线索
后，立即通过“上饶公众”APP上传
信息。几乎同步，信息被转到上饶市
公安局信州分局西市派出所处理，1月
10日这一传销窝点被警方查处。

警方反应迅速的背后，是江西推
进“互联网+网格化”给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带来的提升。其中，上饶全市被
划分为2.1万个小网格，每户居民都被
纳入网格中。

如今，信息化建设日益成为江西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与网格化
管理配套的“上饶公众”APP，已覆
盖全市近700万常住人口中的90余万
人。

“这一APP犹如一座虚拟大楼，整
合了全市19个职能部门的办事窗口，
实现民安和民生的融合。”上饶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张海风说。

安防系统注入互联网基因后则变
身“智慧保镖”，使得基层治理“耳聪
目明”，显著提高了发现问题与风险的
能力。

江西不断推进视频监控联网共
享，实现从信息采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智能化，仅南昌市2018年依托人像比
对技术就抓获在逃人员456名。

“社会治理插上信息化的翅膀，突
出智能化、信息化手段运用，是打造
治理新格局的关键一环。”江西省委政
法委秘书长毛保国说。

让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

江西丰城市子龙路车水马龙，不
少群众在街边拉着家常，一派祥和的
景象。

曹建英经营着一家烟酒店，她忘
不了2016年10月10日的夜晚，一名男
子被5个蒙面人持刀追砍的情景。

案发后，警方抓获以徐文俊为首
的黑恶犯罪团伙成员20余名。2019年
3月22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
一审对徐文俊的死刑判决。

江西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净
化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徐文俊等黑
恶犯罪团伙被摧毁后群众拍手称快，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去年，全省公众安全感、满意度分别
达96.64%、96.91%。

优化特殊人群管控服务，是提高
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江西强化刑满
释放人员无缝对接帮扶，重新违法犯
罪率为 1.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特殊人群的各种诉求，必须‘权益
保障一分不少，原则问题寸步不让’。”
江西省委政法委干部张鹤翔说。

与此同时，江西还探索法治手段
调解矛盾纠纷，不断提升问题处置能
力。2018年 8月，一养殖户因水库水
源污染和兴国县永丰乡永丰村的村民
发生纠纷。在成功调解纠纷后，为打
消双方疑虑，当地法院对“人民调解
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裁定。“有了司
法确认，我们才真正放心了。”永丰村
村民谢沅说。

“社会治理一定要走上法治轨
道。”江西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处长陈欢欢介绍，江西各地已探索出

“老师傅调解室”“和事佬”等一批既
符合法律原则，又“合百姓胃口、服
当地水土”的方法，提升了矛盾化解
成功率。

从“为民作主”到“让
民作主”

“其本人充分认识到不孝老爱亲的
错误……经村移风易俗理事会研究决
定给予进步奖。”张贴在抚州市广昌县
驿前镇田西村的一纸榜文，显示了

“红黑榜”的“威力”。
广昌县在江西省率先推出道德

“红黑榜”，让老百姓评身边事，议身
边人，对家庭和睦、孝老敬亲等先进
模范和好人好事晒出“红榜”；对好逸
恶劳、破坏公共财物等贴出“黑榜”
进行曝光。

“乡里乡亲都是要面子的，谁都不
愿意上‘黑榜’。”田西村村民赖葵生说。

随着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和问题处
置能力的提升，根据城市和农村不同
特点搭建平台，激发群众参与积极
性，成为江西构建社会治理长效机制
的一大探索。

莱茵半岛小区位于南昌市建设西
路，有居民6800多人。这个小区一度
因物业管理不善导致环境脏乱差、治
安隐患突出。

2015年以来，在政府指导下，莱
茵半岛小区建立起党员牵头的业委
会，搭建起居民议事厅，众人围绕议
题共商解决方案；在民警指导下完善
安防设施，打造社区群防群治模式。

如今，莱茵半岛小区已然成为环
境优美的智能宜居小区。“聚民智、借
民力，小区实现了从‘为民作主’到‘让
民作主’。”南昌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赵泽华介绍，2017年 8月以来，莱茵
半岛小区长期保持零发案。

“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自治的‘把关
人’，在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主角的同
时，保证自治不偏离党的方针政策。”
毛保国说。（新华社南昌6月9日电）

“西市格格”织网“智慧保镖”护航
——解码江西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新华社记者 刘健 胡锦武 赖星

新华社南昌6月9日电 （记者 沈洋）“刚发布消
息，就有多所中小学咨询和预约阅读推广活动。”江
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许婕说，6月份她所在的图书
馆将面向社会公众举办多项阅读推广活动。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规定，从2019年6月开始，
每学期第1至15教学周图书馆工作时间，社会公众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可以进入所有流通阅览室，阅读纸本

图书及电子资源；签订借阅服务协议的合作单位读者
可集中办理借阅证，将图书馆流通阅览室的纸本图书
借出阅读。

6月6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江西68所高校图
书馆的开放信息，内容包括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开放
方式、开放对象、借阅办理流程，以及借阅时间和书
目数量等。最早从6月开始，江西部分高校图书馆即

可接纳社会组织参观学习，经提前预约，社会公众可
以参加图书馆举办的各种文化讲座、科研服务讲座。

江西省教育厅要求，在不挤占学校教学科研资源
的前提下，各高校图书馆有条件逐步向社会公众开
放。同时，各高校要以图书馆为平台，主动接纳社会组
织参观学习，组织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活动，开展读书公
益活动，举办论坛讲座。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
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31010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61亿美元，升幅为0.2%。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
备规模小幅上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
王春英说，5月，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等
多重因素推高市场避险情绪，美元指数和全球债券指数有
所上涨。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主要渠道跨境资
金流动状况保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我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将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
有力支撑，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坚实基础。”王
春英说，往前看，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
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保
持足够韧性和巨大潜力，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
强，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6月10日，在江西省
永新县莲洲乡光明村，当
地干部群众在抢插水稻秧
苗。

6 月 10 日，江西省吉
安市永新县境内开始停雨
转阴。由于之前强降雨导
致的洪涝灾害毁了不少农
田及作物，目前永新县各
乡镇正积极组织开展灾后
自救。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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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增加61亿美元达31010亿美元

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
总资产达302.71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10
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
302.71万亿元，同比增长8%。

根据央行初步统计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机构
总资产为275.82万亿元，同比增长7.7%；证券业机构总资
产为7.7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19.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此外，一季度末，我国金融
业机构总负债为275.85万亿元，同比增长7.6%，其中，银
行业机构总负债为253.41万亿元，同比增长7.4%；证券业
机构总负债为5.58万亿元，同比增长12.1%；保险业机构总
负债为1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0.4%。

我国前5月外贸总值超12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10 日电（记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10

日发布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4.1%。

其中，出口6.5万亿元，增长6.1%；进口5.6万亿元，增
长1.8%；贸易顺差8933.6亿元，扩大45%。单看5月份，我
国进出口总值2.59万亿元，增长2.9%。其中，出口1.43万
亿元，增长7.7%；进口 1.16万亿元，下降2.5%；贸易顺差
2791.2亿元，扩大89.8%。

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7.25万亿
元，增长6.1%，占我外贸总值的59.9%，比去年同期提升1.1
个百分点，呈现快速增长且比重提升态势。加工贸易进出
口3.02万亿元，下降2.4%，占24.9%，下滑1.7个百分点。

同期，我国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保持
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水平。

具体而言，前5个月，中欧贸易总值1.9万亿元，增长
11.7%，占我外贸总值的15.7%；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1.63万
亿元，增长9.4%，占我外贸总值的13.5%；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3.49万亿元，增长9%，高出全国
整体增速4.9个百分点，占我外贸总值的28.8%，比重提升
1.3个百分点。

出口品类方面，我国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均保持增长。比如，机电产品出口3.8万亿元，增长5.1%，
占出口总值的58.4%。同期，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5.02万
亿元，增长11.1%，占我外贸总值的41.4%，比去年同期提升
2.6个百分点，实现进出口快速增长，所占比重提升。

新华社南昌 6 月 11 日电 中宣部11日在江西于都、
瑞金和福建长汀、宁化举行“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使命、传承革命精神的嘱
托，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革命意志，用双脚踏寻革命先
辈的足迹，用镜头和笔触描绘新中国70年的壮美画卷，
激励全国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黄坤明指出，江西和福建是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
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之际，由此出发再走长征路，就是要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用
革命精神启迪未来。

黄坤明强调，新闻工作者再走长征路，要追寻初心，大
力弘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深刻揭示红色
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要坚守恒
心，树牢人民观点，增强群众感情，深情讲述党和人民鱼水
情深、生死相依的感人故事。要激发信心，大力唱响主旋
律、提振精气神，把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精神风
貌展现出来，把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热情干劲调动起来，
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来自全国30多家媒体的500余名新闻记者参加启动
仪式。

新华社南昌6月11日电（记者 吴锺昊 范帆）记
者从江西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6月 10日22时，
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导致江西9个设区市共201.4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23.1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37.2千公顷，绝收面积15.6千
公顷，倒塌房屋531户1357间，严重损坏房屋508户
1063间。

6月9日22时至6月10日22时，江西有12个县降
下大暴雨，有14个县降下暴雨，主要集中在赣州、
吉安区域。目前，江河方面有4个站超警戒，8个水
库超汛限。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赣州市龙南县多个乡镇受灾
严重。据龙南县水利局初步统计，截至11日 10时，
当地紧急转移1.3万余人，房屋倒塌96间，交通中断
79处，塌方 151处，累计损毁桥梁55座 1394延米，
河堤损毁2457米。龙南县原报送失联的九连山镇古

坑村村民爷孙3人已确认因山洪暴发洪水淹没造成死
亡，另有杨村镇3人和九连山镇1人失联。

面对险情灾情，龙南县积极组织干部群众进行
抗灾自救。武警、消防官兵利用冲锋舟，把杨村镇
中心小学1309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到安全地区。杨
村镇紫霞村因山体倒塌导致公路不通，村民自发组
织，步行数公里将被压群众送至救护车。各界组织
及爱心人士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支援。龙南供电
公司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抢修发生故障的供电线
路。

针对持续加重的洪涝灾情，江西全省各级应急
救援队伍积极响应转移救援行动。据初步统计，全
省武警部队出动兵力241名，解救47人，转移418
人；消防救援队伍营救被困人员927人、疏散被困
人员2614人；森林防火等专业队伍共出动88队次、
1679人次参加当地抗洪抢险、转移群众等应急救援

任务；蓝天、雄鹰等社会救援力量营救被困人员
2318人，疏散被困人员2873人。

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的折叠床、棉被、帐篷等
救灾物资，已于9日23时运达江西省救灾物资储备
库。根据吉安市、赣州市灾情和需求，江西省应急
管理厅 10 日下午向吉安市、赣州市再调拨一批棉
被、折叠床、帐篷等救灾物资。江西银保监局已启
动应急预案，要求各保险公司及时开展保险查勘定
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力做好灾后保险理
赔工作。

江西省多部门会商预测，从现在到7月上旬，
江西仍有多轮强降水，未来几天，赣江中下游将发
生10年一遇左右的中洪水，吉安城区至峡江河段将
发生超警戒1.5米至3米的洪水，鄱阳湖流域发生区
域性洪水的可能性愈来愈大，防汛形势将更加严
峻。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
启动仪式在江西于都举行

江西洪涝受灾人数突破 200 万

江西68所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