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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旅游美景推广计划媒体采访团走进浮梁
本报讯（记者 李金龙）7月4日，“中国森林旅游

美景推广计划”全媒体采访活动走进浮梁。活动由中
国绿色时报社和江西省林业局共同主办，主题为“好

‘森’活，在江西”。媒体采访团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
新社、光明日报、中国网、农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旅
游报、中国自然资源报、第一财经、凤凰网等近20家中
央媒体记者以及资深旅游专家组成，他们将对浮梁县
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资源保护及林长制工作开展情况、

花千谷生态旅游项目建设、森林旅游开发情况进行采
访报道。

采访团冒着大雨先后来到瑶里国家森林公园、陈
毅旧居、蛟潭镇花千谷国家森林体验基地等地参观采
访，并在花千谷百花楼召开简短的茶话会，媒体记者就
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森林体验基地建设、森林旅游开
发与保护等相关热点问题进行采访。

在瑶里国家森林公园，媒体采访团记者们不顾倾

盆大雨和路面积水路滑，走进汪胡原始森林，一边感受
森林清新的空气和秀美，一边聆听当地政府领导介
绍。在花千谷景区，景区负责人向记者朋友介绍了国
家森林体验基地建设情况与未来发展蓝图，县林业部
门负责人与媒体记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就进一步挖掘
森林旅游资源内涵，推动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向公众推
介健康养生、体验休闲、亲近自然等优质旅游项目回答
了媒体记者访问。

本报讯（记者 吴国庆 陈嘉旻）7月10
日下午，浮梁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动员暨
培训会在浮梁二小多媒体功能厅召开。县
委副书记、副县长刘辉出席会议并作动员
讲话。县直各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联络员
1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刘辉就如何开展专项行动提出要求：
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开展信用建设专
项行动的思想自觉。开展信用建设专项行
动是贯彻落实上级重要工作部署的具体措
施；开展信用建设专项行动是深入推进“双
创双修”工作的迫切需要；开展信用建设专
项行动是补足信用体系建设短板的重要途
径。二要强化问题导向，确保信用建设专
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紧盯“薄弱环节”打

“歼灭战”；紧盯“标本兼治”打“持久战”；
紧盯“奖惩措施”打“攻坚战”。三要加强组
织领导，形成信用建设专项行动的强大合
力。分兵把口，明确任务分工；扩大宣传，
营造浓厚氛围；持续发力，强化督查考核。

刘辉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浮
梁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重点督查项
目，信用考核成绩也将直接作为综治工
作、政务公开、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参考
依据。信用提升专项活动成绩也是市政
府对县区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我们要
创新监督检查方式，开展监测评价，发现
问题，督促整改。

县发改委负责人通报了全县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并布置了信用建设专
项行动的具体工作。动员会后，市信用办
工作人员对参会单位进行了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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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对9个乡镇开展常规巡察
本报讯（记者 黄湘国）按照《九届县委巡察工作规划》

的要求，7月5日，浮梁县九届县委第五轮巡察工作全面启
动，本次巡察是经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并报县委同
意，对9个单位党委开展九届县委第五轮巡察。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主任胡丽萍、县委常委、县委组
织部部长叶青分别出席湘湖镇和瑶里镇的巡察组进驻动
员会并讲话。九个接受巡察的党委班子成员、乡镇机关党
员干部、村（居）委党（总）支部书记参加动员会。

会上，胡丽萍和叶青分别对巡察工作提出了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巡察工作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二要紧扣上级要求，把管党治
党责任落到实处；三是自觉接受监督，坚决支持配合希
望巡察组工作；四是要加强监督。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被巡察的党委既要自觉接受巡察组的监督，也要加强对
巡察组的监督。希望全体党员干部，本着对县委、对巡
察干部负责的态度,加强对巡察组履行职责、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情况的监督，及时指出他们在这方面存在的
问题。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来督促县委巡察组以良好
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认真履职，圆满完成县委交给的巡
察任务。

据了解，本轮巡察组建四个巡察组,分别对勒功
乡、经公桥镇、黄坛乡、湘湖镇、江村乡、瑶里镇、兴田
乡、峙滩镇、臧湾乡 9 个乡镇党委开展常规巡察。本轮
巡察于 7 月 5 日进驻,9 月 5 日结束，现场巡察时间为 60
天。同时还公布了举办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
接访地点等。

浮梁县领导现场督导检查重点工程
本报讯（记者 黄湘国）为切实履行监督职责，

更好地推进浮梁县重点项目建设，7 月 8 日至 10
日，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胡丽萍，县
委常委、副县长沈昆带领县重点办、县工业办、县
发改委、县工信局、县人社局、县安监局、县交运局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全县部分重点项目现场督
导检查。

胡丽萍一行冒着蒙蒙细雨，先后来到湘湖镇
“一江两岸”、新力·帝泊湾房地产、王港乡S205景
瑶线提升改造工程、蛟潭镇浯溪口库周公路、经公
桥镇红旗峰生态旅游景区、黄坛乡河道清理工程、
三龙镇工业基地扩园、洪源汽配园等项目现场，问
进度、听意见、提要求，全面了解工程进展。在督
查过程中，把已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督查
内容。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查阅材料等方
式，全面了解工作的推进情况。在红旗峰生态旅
游景区，胡丽萍一行详细了解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并与项目负责人就项目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以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交流。在S207蛟潭
至县城公路改建工程现场，胡丽萍要求，重大项目
建设重在抓好落实，要以务实的态度、务实的作
风、务实的举措对待项目建设，把真抓实干、务求
实效体现在项目建设的每个环节；要切实优化发
展环境，督查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工作，看看哪些项
目存在卡脖子、不协调、相互推诿的情况，必要时
抓典型进行曝光。胡丽萍强调，为落地项目做好
服务是纪委、监察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以强有
力的措施，确保全县 58 个项目顺利推进、全面提
速。要以督查常态化推进项目建设，发挥督查与
督导的作用，督促项目建设更好更快地推进。党
政干部要敢于担当作为，营造干事的氛围，认认真
真抓好项目建设，强化项目监管，确保工程质量、
工程进度和施工安全，努力打造阳光工程、廉洁工
程、优质工程。

重点项目所在地的乡镇主要领导陪同督查。 国家林业局调研组到浮梁调研
本报讯（郑巍）7月6日，国家林业局信息办主任李世

东、综合处处长张会华等一行到浮梁调研基层林业工
作。省林业局信息宣传中心主任施茂寅，副县长王筱松
以及县林业局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走进湘湖镇林工站，只见站牌站徽醒目，站内容貌整
洁美观，站旁绿化疏密有致、四季常绿。调研组一行简要
参观后，分别听取了湘湖镇及浮梁县林业工作汇报，并对
浮梁县自然保护区建设、古树名木保护以及林业产业发
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在国家湿地公园——玉田水库调研时，树立在公园
大门处的湘湖镇林长制公示牌吸引了调研组的注意。调
研组了解到，浮梁县2018年启动实施林长制，建立了县、
乡、村三级林长制组织体系，构建了“五区、一网、一台帐”
工作格局。实施林长制以来，浮梁县始终把宣传工作作
为主要抓手，要求各乡镇、村高度重视宣传阵地建设，对
特殊地段（如旅游景区等地）要重点考虑布控。目前全县
设立大型林区公示牌12块，乡级公示牌184块，村级“一长
两员”公示牌150块，公示牌的设立有力的提升了林长制
的知晓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来到黄字号黑麂省级自然保护区，调研组一行实地
查看了保护区界碑界桩建设，详细询问了保护区日常监
管情况，在听说浮梁今年首次通过野外红外监测仪拍摄
到黑麂活体时，惊喜之余肯定了浮梁在保护区管理上付
出的努力，并希望浮梁能充分借助生态大县的资源优势，
着力建设好、保护好、盘活好、利用好绿水青山，全力推进
林业建设高质量发展。

浮梁县加强巡查水利项目
本报讯（胡瑶 记者 查娜娜）据浮梁气象预

报，12日至13日，浮梁将有多轮明显降水过程，部
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近日，浮梁县政府副
县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王筱松及县水
利局局有关负责人深入重点水利项目所在乡镇，
督查水工程建设及运行情况。

王筱松先后来到臧湾乡大背坞水库、鹅湖镇锦

溪水库以及桥溪水水系连通项目进行督查。他要
求乡镇及工程管理单位要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
加强会商分析和预警预报，全力落实各项防汛措施，
特别是要制定完善在建工程防汛应急预案，加强信
息互通；各工程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有效履责，严
格落实巡查值守等防汛责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
置、早消除、早上报，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浮梁县全力以赴防范强降水
本报讯（记者 查娜娜）近期以来，浮梁县共有

200个站点发生降雨，平均降雨量为136.7mm，其中
175 个 站 点 降 雨 量 超 过 50mm，115 个 站 点 超
100mm，3个站超250 mm。该县于7月4日21时起
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强降雨期间，浮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确保水库管理“五
个责任人”到岗到位，进一步加强对山洪地质灾害
点、中小河流低洼区、浯溪口回水淹没区的安全隐
患点巡查值守，提前将受洪水威胁的群众转移到
安全地带，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县

防办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督促各乡（镇）加强防汛
24小时值班值守，安全管理员加强水库巡查力度，
特别是对超汛限和重点（病险）山塘的科学调度，
控制蓄水。同时提前预防山洪地质灾害点的突发
事件，做好中小河流村庄、浯溪口水库回水淹没区
防御工作，提前转移了受洪水威胁的451人。

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工作

湘湖镇人社所组织企业开展岗前培训湘湖镇人社所组织企业开展岗前培训
本报讯（李超群）6月23日，浮梁县湘湖

镇人社所组织品安特陶公司举办为期三天
的企业职工岗前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共有60人参加，浮梁县就
业局相关负责人也到现场指导。课程内容
包含企业文化、安全生产、工艺流程等理论
知识，在理论课上，大家认真将重点做好笔
记。老师还不时与大家进行互动，生动有
趣，印象深刻。在实训课程中，老师在生产
车间认真演示，并将操作过程中出现的状况
一一分析，大家受益匪浅。

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人员说，通过
这次培训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相处也更融
洽，更有归属感。

省水投公司领导到浮梁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李金龙）7月8日，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琴一行五人到浮梁县润泉供水有限
公司湘湖水厂考察调研，并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习近平同
志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就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张琴指出，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要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绝
对忠诚和务实担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工作
思路、工作举措和工作成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必须发于内心、见于真行，在学用结合中检
验忠诚本色。要静下心来“学”，开动脑筋“悟”，沉下身子

“做”，做到“一字一字研究、一句一句琢磨、一段一段消
化”，不断提高学习的深度、理解的深度、思考的深度，紧
密结合工作实际细化落实措施，以钉钉子精神确保落到
实处、见到实效，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努
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