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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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 日 星期一17
中共景德镇市委机关报 景德镇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6-0012 邮发代号 43-5007 中国景德镇网 http://www.jdz-news.com.cn

第14993期 今日8版（含珠山新闻4版）

农历庚子年五月初十2020年6月 日 星期二30
中共景德镇市委机关报 景德镇日报社出版 第15457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6-0012 邮发代号 43-5007 中国景德镇网 http://www.jdz-news.com.cn

投稿邮箱：jdznews0798@163.com 稿件传真：（0798）8288621 总值班：伍冬新 责任编辑：刘丹 冯茜 官龙样 责任校对：张喜环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
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习近平

本报讯（魏立樊 孙杰）近日，从市工信局传来喜讯，宏柏新材料、北
通航江西直升机、美菱电器、宏亿电子、景华特陶等26家企业入选江西省
产融合作主导产业重点企业“白名单”，将优先获得省市金融机构差别化
信贷优惠政策和多元化融资服务等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

江西省产融合作主导产业重点企业“白名单”由省工信厅、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联合发布，每年调整一次，目的是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差别
化信贷政策，支持制造业重点行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提高金融服务制
造业的质量和效率，支持全省工业主导产业发展。

市工信局高度重视产融合作，围绕我市“3+1+X”产业体系，积极推荐
陶瓷、航空、汽车、精细化工及生物医药、制冷、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的重
点骨干企业及其配套企业，遴选了一批产业带动能力强、经济效益高、发
展前景好、信用记录优的创新型、高成长性企业和“单项冠军”“小巨人”

“专精特新”企业，以及纳入产业规划、工业重大项目库的企业，申报产
融合作主导产业重点企业。

与此同时，该局坚持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政策扶持体系，积极
搭建“政银企”合作对接平台，有效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
助推瓷都工业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今年以来，该局全力帮助企业拓
宽融资渠道，累计为100多家工业制造企业提供了40多亿元的“金融活
水”，全力支持企业发展；科学指导下属单位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推出“担保抗疫贷”“复工复产贷”“项目贴息贷”“人才贷”等14个担保
新产品，向104家企业提供担保贷款4.42亿元，为149家企业提供还贷周
转金6.5亿元，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我市26家企业跻身省产融合作主导产业“白名单”

“林长制”引领下的生态蝶变
□ 本报记者 熊希伦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6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
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制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
设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确保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有效履行新时
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民军队永葆
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
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
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
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
势。要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坚决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要突出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
抓好学习培训，提高抓党的建设的意
识和能力。要强化领导督导，确保《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效执
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
制、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织
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
组织选举的具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
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
赋予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识。要严格代表资格条
件，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生产
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
提名委员候选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实施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加强谋划，精心组织，全程把
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
证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培训，提升工作
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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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山岚叠嶂绿树成荫的生态浮梁。（本报记者 熊希伦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怡） 6月29日，省检察院
党组第二巡视组进驻市检察院，对市检察院党
组开展为期 2 个月的系统内巡视。市委书记钟
志生参加巡视组向景德镇市委通报情况会并讲
话，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华智峰通
报了省检察院党组开展本轮巡视任务和工作安
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董立
新，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曹雄泰，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刘瑞英，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委秘书长罗建国，市检察院检察长
刘鸿斌参加会议。

钟志生就市检察院和有关部门支持配合做好
巡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省检察院党组
第二巡视组进驻景德镇，对市检察院党组开始为
期2个月的巡视，这既是对我市检察机关的“全
面政治体检”，也是一次“专家把脉会诊”，充分
体现了省检察院党组对我市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对我市检察院领导班子和全体检察
干警的关心和厚爱。

钟志生强调，市检察院党组要在思想上高度
重视，把接受巡视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作为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改进工作的难得
机会，自觉接受巡视组的巡视检查。要以对党高
度负责、襟怀坦白的态度，把问题找准找实找
全，以这次巡视为契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全
市两级检察院党组要坚决服从巡视组的各项工作
安排，落实巡视要求、完成交办工作，确保巡视
工作顺利进行。各相关部门要本着对组织负责、
对事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配合
巡视组开展工作，让巡视组充分、准确、全面了
解我市检察工作情况。市检察院党组要切实担负
起巡视整改的主体责任，正确认识和对待巡视组

的监督，主动认领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发
现的问题、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要深刻剖析
原因，制定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明
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措施，积极主动抓好整改。要
把巡视整改与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结合起
来，一体推进，一体解决，建立长效机制，完善
制度规范，以巡视问题的整改落实推动全市检察
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6月29日召开的巡视工作动员会上，华智
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巡视组组长周文英作动员讲
话，刘鸿斌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市纪委市监
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动员会并讲话。

华智峰强调，省检察院党组第二巡视组和景
德镇市县两级检察院要增强政治自觉，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系统内巡视工作部署要求上来。
把讲政治摆在第一位，把开展检察机关系统内巡
视作为对被巡视单位的政治体检，作为对机关作
风的“把脉会诊”，作为对检察干警的党性洗礼和
教育鞭策，凸显政治巡视的功能作用。要紧盯

“四个落实”，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
始终把发现问题作为主要任务，紧扣被巡视党组
织职能责任、工作特点，聚焦“四个落实”查找
问题、分析解决问题，推动景德镇市检察院党组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以对党高度负责的态
度，坚决支持配合省检察院党组巡视工作。景德
镇市检察院党组要高度重视，提高配合巡视的政
治站位，妥善安排相关工作，提供巡视组需要的
各类材料，创造好的工作氛围。要做好巡视“后
半篇文章”，对问题即知即改、标本兼治，从思想
上找根源，在落实上拿出具体的措施，以立行立
改的态度和效果体现对巡视工作的重视、体现正
视问题的勇气、体现责任与担当。

周文英指出，此次对景德镇市检察院党组进

行巡视，充分体现了省检察院党组和景德镇市委
对景德镇市检察院党组的高度重视，是对景德镇
市检察院党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建设、全
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的有力促进。景德镇
市检察院党组要引领全体检察人员深刻认识开展
系统内巡视工作的重大意义，确保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全面从严治检落到实处。省检察院党组第
二巡视组将准确把握巡视工作重点任务，精准发
现问题，彰显巡视利剑作用，对省检察院党组负
责，对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负责，对被巡视单位的
广大检察干部负责。巡视组将坚持实事求是、依
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不干预景德镇市检察院正
常工作，自觉接受监督，维护巡视队伍良好形象。

刘鸿斌表示，这次省检察院党组第二巡视组
来景德镇市检察院开展巡视工作，是对市检察院
党组的全面“政治体检”，也是对全院工作的综合

“问诊”。市检察院党组和全体检察干警要提高思
想认识，切实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政治自觉，主
动接受巡视，自觉接受检查，诚恳接受监督。要
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省检察院党组和巡视组
要求及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方案，抓好服务保障、
服从巡视安排、严守组织纪律，全力保障巡视工
作顺利高效开展。要真正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照单全收、认真研究梳理巡视组发现的问题
和提出的建议，坚决扛起落实整改主体责任、以
扎实的工作举措落实整改、充分运用巡视整改成
果，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

据悉，此次巡视时间为6月29日至8月29日。
巡视组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98-8389917，受理时
间为工作日9:00-12:00、13:30-17:30；专门邮政信箱：
景德镇市A089信箱。同时，在景德镇市检察院办
公楼二楼右侧楼梯间设置了巡视意见箱。巡视组
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21日。

省检察院党组第二巡视组对市检察院党组开展巡视
钟志生参加情况通报会

青山巍峨树成荫，林海葱郁美如画。如今的景
德镇，空气清新，满眼绿意，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树更绿了，“城在山中、房
在林中、人在绿中”的景象在瓷都随处可见。

生态环境的“蝶变”与一项制度的落地息息相
关。为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我市从2018年9月起，全面推动“林长制”工作。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成熟，“林长制”体制
机制也不断完善。两年来，其对于我市生态改善和
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成为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性举措。

建立四级林长 筑牢生态屏障

盛夏时节，在浮梁县蛟潭镇到经公桥镇的206
国道沿线，树木葱茏。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正在对
206国道沿线天然林进行割灌除杂抚育，改善林木
生长环境，调整林分结构。据悉，这里计划利用3年
时间，提升全线两侧森林美化、彩化、珍贵化质量，培
育高品质生态景观林，打造206国道百里森林景观。

206国道百里森林景观建设是我市四级林长
护绿、管绿工作的一个缩影。自“林长制”工作实施
以来，我市建立健全了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
市、县、乡、村四级林长体系，理顺了各级林长制责
任区域，明确了市级林长以县为单位、县级林长以
乡镇为单位、乡镇林长以行政村为单位、村级林长
以山头为单位的管理机制，共设立市级林长6名、
县级林长62名、乡级林长309名、村级林长1104名，

确保了每名林长的责任落实到每个山头地块、落实
到每片森林。同时，进一步完善以村级林长、基层监
管员、专职护林员为主体的“一长两员”管理架构，
对专职护林员重新整合和筛选，按照统一巡护装
备、统一巡护职责、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考核奖惩要
求进行了规范，明确了每名护林员的工作职责和责
任区域。目前，全市共整合护林员698名，确定森林
资源监管员544名。

此外，我市还搭建了林长制网上APP信息化管
理平台，购置了护林员巡护管理系统，规范护林员的
事件处置流程，护林员只需要通过APP将事件上报，
各级林长将第一时间快速处置，真正实行了将护林
事件化早、化小、化了。使用APP以来，全市共发现并
上报43起事件，涉及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滥砍乱
挖、乱捕乱猎等，切实筑牢了生态资源保护屏障。

加强修复治理 优化生态功能

在乐平市涌山镇锦溪水泥涌峰采石场，记者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对边坡、道路两侧原来裸露的区
域喷射泥浆。“喷射的泥浆中混入了黏合剂，可以牢
牢黏附在矿山石壁上，泥浆中含有不同季节生长的
十种以上的草籽，草籽约半个月便可冒头。”现场项
目负责人说，项目完成后，矿山巨大的边坡面、道路
两侧将重披“绿装”，四季青草如茵。

曾经的涌山，水泥厂遍布，烟囱林立，灰雾笼
罩。环境问题，也成为涌山挥之不去的“老问题”。

去年以来，乐平市林长办启动了绿色矿山建设

工程，加大对矿山被破坏林地复绿工作的督查指导
和毁林造林图斑的复绿监管。先后对江西锦溪水泥
有限公司上堡水泥用灰岩矿、中堡水泥用灰岩矿、
涌峰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坞家山灰岩矿启动绿色矿
山修复，已完成复绿面积3万平方米。

随着绿色矿山建设工程的落地，涌山镇区域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原来“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的场景早已不见了踪迹，道路旁绿树成荫，锦溪河
碧波荡漾。

在“林长制”工作中，我市以“护绿提质”行动为
抓手，着力推动重点区域生态修复治理。去年以来，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900亩重点区域绿化、美化、彩
化、珍贵化建设以及0.8万亩人工造林、1.9万亩封山
育林、1.43万亩退化林修复、19.1万亩森林抚育等任
务，森林质量进一步提高，实现了由“绿起来”到“美
起来”的转变。

依托林业资源 践行“两山”理论

“过去，这里位置偏、路难行，有些村民就吃山里
的‘资源饭’，挖一些古木卖钱。现在通过‘林长制’，
我们增强了森林资源保护的意识，乡里还打造了榔
木田乡村森林公园，吸引了更多人来这里旅游，让
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浮梁县勒功乡村民汪丽霞
告诉记者。

据悉，自“林长制”工作开展以来，该乡依托古
木群资源，重点打造榔木田乡村森林公园。在清除
影响树木生长环境的猪舍、厕所及垃圾的基础上，
建设花圃及护坡，更新营养土壤，增施有机肥，复壮
保护古树名木。同时，组织专业人员对古木进行鉴
定和挂牌，通过修建林间休闲道路，推动了旅游休
闲经济的发展。

为破解制约林业发展的“拦路虎”，我市制定了
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打造林业精品示范点，充分发
挥森林资源的多重功能与多种效益，全方位拓宽

“用绿”途径，积极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作为全省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浮梁县在推进“林长制”改革中，通过发
展林下经济、推进全域旅游、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等
形式，促进林农增收。

目前，总投资50亿元的高岭·中国村项目、总
投资30亿元的“荻湾”乡村振兴开发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的花千谷农都小镇等一大批生态旅游项目，
纷纷在浮梁落地。一个个大项目的落地，也让当地
居民深刻感受到了生态优势给家乡带来的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