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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不忘共产党

推进三大重要平台建设
凝 聚 强 大 发 展 合 力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涂强）“‘学习强国’不仅有
政治理论，还有天文地理、国学古籍、广播影视、科普
知识，真是一座知识的‘宝库’，连我读小学的女儿都喜
欢看”，听到同事们正在谈论“学习强国”，党员张景波
不禁插话道。像这样谈论学习内容、交流学习体会的场
景，在昌南新区比比皆是。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昌南新区党工委将推
广使用该平台作为转变机关作风、提升管理能力、建设“五
型”政府、推动新区发展的重大党建基础工程来抓，结合机
关特点，以党支部为单位建群组成学习组，同时通过党建
带群（团）建，在团员青年、职工群众中进行广泛推广，进一
步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引向深入。截至目
前，新区党工委已组成23个党支部“学习强国”学习组、3
个非党员学习组（机关学习组、教师学习组、非公企业学习
组），注册人数433人，不仅实现机关工作人员（含所属单
位）全覆盖，而且向区内企业拓展。

许多党员和干部群众己经把登录“学习强国”平台当
成自己每天的必修课，每日必看、每日必学、每日必谈“学
习强国”，每个学习组中注册人的学习积分排名也是不断
变化，数十名同志的学习积分已超过7000分，一个既相互
交流、又相互比拼的“学习强国”学习热潮已经在昌南新区
形成。

陈家坦的小山坡上红军亭熠熠生辉，山坡下百亩
黄花菜产业扶贫基地岁物丰成。近年来，浮梁县王港乡
党委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打造

“党建扶贫综合体”，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扶
贫基金会、光伏发电站、果蔬合作社、乡村旅游等扶贫
产业遍地开花，“党建红”为脱贫攻坚“致富花”增色，

“致富花”为乡村振兴“新春天”添彩。

组织领导 精心布局 孕育“花”与“果”

基层党组织是脱贫攻坚战的战斗堡垒，是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最坚强的力量。结合当地实际，王港乡党委
因地制宜，构建了“党建+一村一品”产业扶贫基本框
架，产业扶贫基地均实现贫困户100%全覆盖。乡党委
和村党支部、自然村中心党支部、党小组上下联动、层
层推进，打造了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党建扶贫工作

队”，把“党建+一村一品”产业扶贫零距离推向广大群
众，使贫困户恢复斗志，提振士气，主动加入扶贫产业。
乡党委书记汪鸿飞带领村干部、贫困户赴多地学习种
植技术，并洽谈包销事宜。各村党支部通过党员干部带
头亮身份和无职党员设岗定职等活动，积极鼓励党员
干部和致富能手发展农业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解决
就业、贴息分红等方式，带领贫困户增收致富。

目前，金山的“一人一亩茶园”、河源的黄花菜
基地、港口的覆盆子基地、墩口的翠冠雪梨基地、坑
口的柑橘基地等10余个产业扶贫基地已初现成效，两
个市级贫困村已成功“摘帽”，70%以上贫困村民已
实现脱贫。

创新思路 搭建平台 传播“香”与“色”

在王港乡政府门口的扶贫产品展示厅里，陈列着
一件件包装精美的农副产品，这些都是出自当地贫困
户之手，它们也承载着乡党委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美
好希冀。

为了大力支持扶贫产业发展，该乡党委牵头，以各
村入股的形式，成立了王港乡众邦农业扶贫开发有限
公司，吸纳了建档立卡贫困户64户、173人。公司主要
业务包括4个扶贫产业基地运营；包装代销贫困户农
副产品；与乡内各私营果蔬种植基地达成代销协议，代
销价格中拿出部分专门作为社会捐赠，纳入扶贫基金。
公司专门设立扶贫基金，并将收支明细全部公示，主动

接受群众监督。基金收入主要有三方面来源：一是4个
扶贫产业基地纯收入的20%；二是农副产品销售额的
5%；三是社会各界捐赠。下一步，公司还将拓展电商运
营、景瑶线“爱心驿站”等业务。通过聚力打造扶贫产业
集体经济，该公司成为了“党建+精准扶贫”综合大平
台，切实保障贫困户增收，确保如期稳步脱贫。

党员带头 多途增收 广散“枝”与“叶”

“我这车里20斤玉米是孙委员今天帮我卖的，你
也要的话我要再去地里摘，你们都帮我卖，我这都种不
过来喽！”贫困户胡桂仙口中的“孙委员”便是乡组织委
员孙灵敏，她每个月帮贫困户卖玉米、土鸡等3000元
以上。这不是个例，翻开王港乡党员干部的朋友圈，刷
屏的都是贫困户农产品代销。根据乡党委扶贫工作要
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带头宣传贫困户农产品，帮助贫困
户拓宽销售渠道，聚众力助脱贫。在该乡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全体党员干部勠力同心，一起呼吁号召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精准扶贫。年初，在全体党员干部的帮助
下，因残致贫的汪永明终于售出了3000斤吊瓜子，让
因车祸高位瘫痪的他，在党的力量支撑下，终于“站”起
来了。

骄阳盛，清风起，王港的“红”土地上绽放出脱贫
“致富花”。朵朵花儿昂首挺胸，不畏烈日，尽情盛放，恰
似一位位英勇战士般，带领着王港决胜这场脱贫攻坚
战。

本报讯（记者 程丽媛） 8月9日，全市退役军人工作
暨推进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现场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鸿运出席会议
并讲话。与会代表先后实地观摩学习了乐平市众埠镇南界
首村和众埠镇、镇桥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示范点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王鸿运指出，退役军人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防军队建设大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
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中央和省市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的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当前退役军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牢牢把握工作方向，切实履行
责任担当，扎实推进全市退役军人工作。

王鸿运强调，做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关键是要进一
步落实好政策，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要坚决对标对表文件要求，按照“全覆盖”和“五有”
工作要求，将我市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体系“两中心、两站”
组建到位；要细化服务机构建设，加快推进规范服务和标
准体系制度化、服务保障机构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工作
人员培训力度；要扎实做好规定动作，解决好退役军人政
策落实、服务保障等“最后一公里”问题，加快建设好“退役
军人温暖之家”，着力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景德镇品
牌”。

王鸿运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压实工作责任、改进
工作作风、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各项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到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

会议总结了上半年退役军人工作，部署了下半年主要
工作。乐平市政府、镇桥镇政府和众埠镇政府有关人员分
别作了交流发言。

本报讯（记者 童霞燕） 8月9日，2019“寻根之旅”夏
令营江西景德镇营（第二期）闭营仪式在皇窑景区举行。来
自美国、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等9个国家的145名海外华
裔青少年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之旅。

闭营仪式上，领队、营员代表分别发言，表示此行零距
离接触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更加全
面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同时一定会带着美好回忆回到居住
国，向家人、同学、朋友讲述所见、所闻、所学，把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发扬光大。

随后，与会嘉宾与夏令营领队代表互赠礼品，并为优
秀营员颁发证书和礼品。闭营仪式结束后，营员们还表演
了空手道、口风琴独奏、古文朗诵、踢踏舞、中国舞、萨克斯
独奏、小合唱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充分展示了营员们
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据了解，10天的夏令营，华裔青少年参观了皇窑、浮梁
古县衙、江西直升机科技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
厂、进坑、瑶里古镇、瑶里绕南等具有景德镇特色的著名景
点，并体验了陶瓷的生产创作，学习了太极、书法、茶艺等
中国传统文化技能，零距离领略景德镇的风土人情，感悟
到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运用“学习强国”勤学习
成昌南新区干部每日“必修课”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汪涛）当前，我市仍

处于汛期。受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外围影
响，8月9日晚至10日白天我市境内出现了5至6
级偏北风，局部阵风7至8级，并伴有降水。全
市各级各有关部门提前部署，迅速行动，强化防
御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利奇马”带来的不利影
响。

8月9日上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集水利、
应急管理、气象、水文、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
会商，安排部署台风“利奇马”防御工作。市气
象、水文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提前分析研判
台风发展路线和影响，及时做好预报预警服务。

8月9日21时30分，市气象局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信号。各级各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市水利局严格
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由一名局领导带班，
并安排双人双岗值班，保障信息畅通。有关单位
认真履职，重点抓好旅游景区、在建工程施工现
场、水上交通、道路交通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前
防范大风对高空构筑物等的影响，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同时，根据当前全市防汛抗旱形势，
各级水利部门科学合理调度山塘、水库等水利工
程，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蓄水防旱抗旱，加
强水源管理，计划节约用水，保障生产生活用水
需求。

全市退役军人工作暨
推进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现场会召开

近日，珠山
区新村街道西路
社区在西路居民
区和金昌利小区
安装了一批新的
体育健身器材。
此次选择器材的
类型和位置是根
据小区居民的年
龄结构等特点，
多方征求了居民
意见，既方便广
大居民使用，又
与城市绿化、美
化相协调。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 8月8日，市社会福利
中心组织全体党员观看爱国
影片《八子》。观影结束后，大
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先烈遗
志、不忘初心，真正把担子挑
在肩上，以新担当新作为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勇）

● 近日，市住建局太白园房管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观看了电影《八子》。观影结束后，大家一致表示，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
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
心，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周美丽）

● 8月8日，珠山区昌河街道画眉楼社区组织党员志
愿者、计生协工作人员开展了“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将扫黑除恶宣传板报张贴在小区宣传栏和人流量大的地
方，提高扫黑除恶知晓率。 （曹利珍）

● 8月9日，珠山区奥林社区计生协在港逸豪庭小区
开展了“国家提供免费避孕药具、开展计划生育药具宣传
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广泛宣传国家免费供应避
孕药具的相关政策，普及计划生育药具知识。 （余兰）

本报讯（记者 邹勇宾）8月11日，市邮政管理
局、市邮政分公司和梨树园社区携手举行梨树园
邮政所揭牌仪式。梨树园邮政所的揭牌，标志着邮
政普遍服务在梨树园社区落地生根，弥补了该社
区用邮空白，所有居民就近即能享受邮政金融、寄
递、代开税票等服务，提升了居民用邮体验。

据悉，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积极发展社区服

务，充实社区服务设施，方便人民生活”的重要精
神，以便更好地服务社区乃至周边居民，市邮政分
公司还将进一步携手电力、燃气、水务公司，全面
开办生活缴费和金融服务，逐步将梨树园邮政所
打造成为集寄递信函、包裹、快递、汇兑、存取款、
代开发票、代征税款于一体的“一站式便民邮政服
务点”。

本报浮梁讯（程润莹） 面对交警的设卡检查，司机
应该自觉配合。然而有极少数司机为了逃避检查，铤而
走险，采取闯卡、冲撞等过激行为，最终导致违法行为
升级。8月6日，浮梁就有这样一位“大胆”司机不仅酒
后驾车，遇到交警检查还撞开警车闯卡逃跑，目前已被
依法拘留。

当天下午2时许，浮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城中队民
警在新平大桥设卡开展酒驾查处行动，一辆黄色轿车行至
交警酒驾检测点，民警上前对驾驶人进行询问并进行酒精
检测，酒精测试仪显示该驾驶人有酒驾嫌疑，民警随即要
求驾驶人熄火下车。但该驾驶人突然发动汽车，加大油门
试图闯卡逃离现场。前方民警立即将警车斜停在机动车
道内，堵住该车辆去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黄色轿车没有刹车减速，直接撞
向了警车，猛烈的撞击导致警车前保险杠受损。该驾驶人
撞开警车继续向前行驶逃逸。随后民警利用科技手段对
该驾驶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实，发现该车驾驶人胡某并
不是第一次酒驾，早在2018年因酒后驾驶小轿车被南河
交警大队处罚过，此次系二次酒驾。由于办案民警多次传
唤，迫于压力，驾驶员胡某于8月7日上午到交警大队投案
自首，并对其酒后驾车闯卡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胡某因二次酒驾并阻碍执行公务被依法行政拘
留20天，等待他的还有吊销驾驶证、罚款2000元的处罚。 本报讯（张小妹）“用洗菜的水冲厕所”“电视机把亮

度开小些”“家里来客人尽量不用一次性纸杯”……8月8
日，在昌江区西郊街道景航社区开展的“节俭养德，从我做
起”道德讲堂上，孩子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节约小
窍门。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宣传节俭节约理
念，使社区未成年人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行为习惯，该社
区举办了以“节俭养德，从我做起”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
动，辖区内30余名未成年人参加。此次活动按照“作一次
反省、唱一首歌曲、学一个模范、诵一段经典、学一些知识、
发一个善心、送一份吉祥、行一个大礼、做一件善事”九个
环节，依次进行。

据悉，该社区还将组织开展“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理
性消费”“变废为宝”等节俭养德行动，让节俭养德在社区
蔚然成风。

王港乡：党建引领开出“致富花”
□ 戴雯君 本报记者 吴怡玲

我市积极应对台风“利奇马”影响

2019“寻根之旅”夏令营
江西景德镇（第二期）圆满闭营

景航社区开展
“节俭养德”道德讲堂活动

积极发展社区服务 充实社区服务设施

“二次酒驾”司机疯狂闯卡撞警车被拘留

（上接A1版）已形成了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等在内的从预防、医
疗到保健的卫生系统，医疗卫生网点遍布城乡。医疗条
件有很大改善，全市建立综合类三级甲等医院5所，病
床数由1952年的 134张增加到2018年的8932张，增长
65.66倍，卫生技术人员由1952年的586人增加到2018年
的9829人，增长15.77倍。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
员和病床数由1952年的 10.9人和2.5张增加到2018年的
58.7人和53.4张。

体育事业欣欣向荣。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体育事业
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下有了较大发展，运动设施和运动
器材大量增加，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开展，人民身体素
质大大提高。2018年，全市参加运动会运动员12874人
次。在省级以上比赛获奖牌数633枚，其中，金牌203
枚、银牌195枚、铜牌235枚。

风雨前行七十载 牢记使命再出发

（上接A1版） 2001年4月，直11取得了民用型
号合格证，并向中央电视台交付了首架中继航拍
机，这是我国国产直升机首次进入民用航空领域，
也使我国新闻媒体首次拥有自己的专业直升机，
开创了“昌飞造”走向民用市场的先河。

2003年 4月，直 10挟时代风雷、伴九天雄
风，横空出世，威震东方，标志着我国直升机制
造水平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在航空史上绘就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对昌飞来说是一次制造技
术、生产能力和科技创新的大提速，具有里程碑
意义。

2004年11月19日，昌河直升机和汽车两个产
业正式分业经营，独立运行，昌飞开启了直升机
发展的新时代。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直8作为唯一参
加抗震救灾的国产大型直升机，遗憾的是在满载
状态下的使用升限只有4300米，未能发挥出足够
的作用。因此，让国产直升机在高原地区自由翱
翔，成了直升机人更为迫切的梦想。时隔两年，
AC313直升机正式诞生并成功首飞，2010年9月18
日成功飞抵珠峰登山大本营，随后，又创造了9008
米升限的世界纪录，填补了中国高原直升机的空

白，实现了几代直升机人飞越青藏高原的夙愿。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研制什么。2010年11月8

日，一款采用全数字化设计和制造技术，具有国际
水准的轻型多用途直升机AC311在天津成功首飞，
现已批量交付用户，并成为国内“空中旅游”和“警
用护航”的靓丽名片。

2012年，昌飞收购上海和利通航公司，正式进
军国内通航领域。2016年，昌飞参股成立了华夏九
州通用航空公司，并开展了空中游览、航空摄影、
城市消防、空中婚礼、森林灭火等业务。2018年6
月，全国首个低空空域管理暨通航飞行服务院士
工作站在昌飞揭牌，标志着昌飞已具备为江西通
航飞行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并在低空空域规划
设计、航空救援体系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等方
面走在全国前列。

2017年，昌飞紧跟世界直升机发展步伐，全
面开启了无人机研制的新纪元。

从直6到直8，再到直 11、直 10、AC系列，
从单机交付到批量列装，从强我国防到服务国计
民生，它们都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而它
们的背后无疑是昌飞人初心不改、矢志航空的孜
孜追求。

不忘初心 矢志航空

梨树园邮政所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