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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死神” 博弈的排爆队员、 与歹徒英勇搏

斗壮烈牺牲的基层民警、 在雪域高原薪火相传的

“马背派出所” ……日前， 公安部发布第三期全

国 “公安楷模”， 一批公安民警用他们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公安工作， 一头连接着国家， 一头连接着人

民。 公安队伍的素质如何， 直接关乎社会的长治

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公安体制改革持续深

化， 执法水平稳步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

强。 实践证明， 只有坚持政治建警、 改革强警、

科技兴警、 从严治警， 坚持对党忠诚、 服务人

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的总要求， 才能锻造高

素质过硬的公安队伍， 才能履行好新时代党和人

民赋予人民公安的职责使命。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必须把政治建警

放在首要位置。 公安机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 捍卫者， 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始终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增强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确

保全警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必须坚定不移走

改革强警之路。 要把新时代公安改革向纵深推

进，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以回应人民需求为

导向， 进一步健全完善警务管理体系， 加快构建

职能科学、 事权清晰、 指挥顺畅、 运行高效的公

安机关机构职能体系， 切实提升依法履职、 服务

人民的能力。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 必须坚持从严

治警不放松 。 公平正义是执法工作的生命线 ，

事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要全面贯彻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要求， 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

管理监督制约体系

,

对队伍中的违法乱纪问题

“零容忍”， 用公正文明的执法细节赢得群众的

信任， 推动全社会形成遵法尚法、 遇事找法的

良好氛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面对愈加复杂

多变的外部局势和内部环境， 公安机关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任务更加艰巨， 使命尤

为光荣。 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要不忘初

心、 不负重托， 大力推进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锻造一支党中央放心、 人民

群众满意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

会环境。

（ 白阳）

德兴讯 “ 在此 ， 我们倡议 ， 全社

会积极行动起来， 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奉

献一份爱心， 贡献一份力量， 倾注一份

真情……” 这几天， 一份为见义勇为村

民程学谦筹集善款的倡议书刷爆了德兴

市民的微信朋友圈。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5

月

21

日

早上

8

点左右， 家住德兴市新岗山镇新

建村的程学谦， 干完农活准备回家吃早

饭。 刚到路口， 程学谦就听到邻居董春

莲大喊： “ 齐正龙家厨房的液化气漏气

了， 有爆炸的危险。” 听到喊声， 程学

谦顾不上多想， 急忙往齐正龙家的厨房

赶去 。 此时 ， 厨房里弥漫着刺鼻的气

味。 程学谦打开灶台下的橱柜门， 伸手

去关煤气瓶上的阀门。 突然， “ 呯” 的

一声， 液化气瓶发生爆炸， 熊熊大火瞬

间包围了程学谦。

听到爆炸声闻讯赶来的村民们， 看

到倒在地上的程学谦， 立即将他送往德

兴市人民医院救治， 经过补液及创面处

理后转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

科。 在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下， 程学谦

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经确认， 程学谦全

身烧伤率达到

87%

， 治疗费用预算在

80

万到

100

万元。

了解情况后， 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

部门第一时间上门慰问， 很多素不相识

的热心市民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截至

记者发稿时 ， 已筹集善款近

50

万元 ，

爱心接力仍在进行中。

（ 程志强）

一 村 民 见 义 勇 为 受 重 伤

社会各界已捐款近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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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万明 实习生徐佳一报

道：

5

月

29

日下午， 全市依法统计依法

治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会上学习了

中央、 省委有关统计工作文件精神， 通报

了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进展情

况，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廖其志出席并讲话。

廖其志指出 ， 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

统， 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政治任务 ， 是落实依法行

政、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是构建

现代化统计体系、 充分释放统计生产力的

根本保障。 他强调，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深刻认识新时期依法统计依法治统的重

大意义； 要站在全局的角度 ， 清醒认识

当前依法统计依法治统的突出问题 ； 要

以钉钉子的态度 ， 切实抓好依法统计依

法治统的工作重点 ， 坚定法治信念 ， 坚

定工作信心 ， 不断提升依法统计依法治

统能力， 切实维护统计工作的权威 ， 为

“ 决胜全面小康、 打造大美上饶” 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全市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廖其志讲话

近日， 在铅山县

青溪服务中心银村扶

贫产业园里， 工人们

正忙着生产加工木

门。据悉，该扶贫产业

园每年可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

5

万元， 帮助

37

户贫困户实现户

均年增收

1200

元。近

年来， 铅山县积极探

索产业项目扶贫方

式 ，变“输血式”扶贫

为“造血式”扶贫 ，增

加贫困户经济收入。

丁铭华 方海龙

摄影报道

产业扶贫

热线电话：

8292149

本报讯 记者万明 实习生

徐佳一报道： “ 小朋友们， 你

们听过 《 三只小猪》 的故事

吗？ 今天的故事可不一样， 狼

奶奶说她的好孙子是被冤枉

的，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就

一起来看看 《 三只小猪》 的真

实故事吧！” 主持人的声音刚

落， 横峰县葛源乡方志敏希望

小学的

150

名孩子们立刻齐齐

地回答“ 想！” 并响起了如雷

的掌声， 一双双稚嫩的眼神期

待的看向舞台。

马上就到孩子们期待的

“ 六一” 国际儿童节了， 上饶

师院教科学院明德儿童戏剧社

为横峰县葛源乡方志敏希望小

学的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份特别

的礼物———别出心裁的儿童戏

剧。 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嘹亮

契合的配音把小朋友们带入这

个全新的故事中， 不时有小朋

友与台上的演员们互动， 礼堂

内频频响起的掌声吸引了路过

的村民们， 大家纷纷围在礼堂

外， 和小朋友们一起欣赏这出

有声有色的儿童戏剧。

“ 小猪太坏了，说的都是谎

话， 野狼向小猪邻居借糖是要

给狼奶奶做生日蛋糕， 因为感

冒打喷嚏才把猪大、 猪二的房

子吹倒了 ， 它不是故意的 。”

“ 我讨厌小猪 ， 小猪太坏了 ，

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们也都太

傻了， 被小猪骗了。” 戏剧刚

结束， 王丁鹏小朋友立刻与旁

边的同学讨论了起来。

“ 这种以小朋友们喜闻乐

见的方式带动小朋友自己去

发现 、 分析问题 ， 培养了孩

子们的辩证思维能力 、 互动

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让孩子

们学会批判地思考问题 ， 这

种教育方式让我深受启发 。

在新校区建成后 ， 我们学校

也将成立儿童戏剧社团， 培养

他们的兴趣， 锻炼他们的动手

能力， 让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横峰县葛源乡

方志敏希望小学校长蔡有春告

诉记者。

“ 参加戏剧社是我的个人

爱好， 也是我给自己的一次历

练。 这种儿童剧的演出形式在

江西几乎没有， 通过这样一个

新颖的形式， 我们能够给孩子

们带来欢声笑语， 能够让他们

从中受到启发， 对于我来说就

是最大的收获了。” 明德儿童

戏剧社社长叶巷雨跟记者分享

着她的喜悦。

今年是明德儿童戏剧社第

二年开展送戏剧下乡活动， 除

了有精彩的表演之外， 他们还

为孩子们准备了精美的图书，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享受表演的

过程中有所收获。 “ 接下来，

我们还将沿着方志敏的足迹，

为更多乡村的孩子们送去精彩

的表演。” 上饶师院教科学院

副院长胡兰兴奋地说道， “ 今

后我们也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

长， 为孩子们带去更多、 更好

的儿童戏剧作品。”

儿童戏剧社送戏下乡

本报讯 记者贺巍 阮晔报

道 ：

5

月

30

日 ， 上饶市儿童

福利院举办 “ 欢迎来我家做

客” 主题开放日活动。 市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陈荣高出席活

动。

本次开放日活动共分为三

个板块， 旨在宣传我市儿童福

利事业的发展， 让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能够更好地了解儿童福

利事业发展情况， 共同为困境

儿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启

动仪式结束后， 市儿童福利院

的小朋友和工作人员用手语表

演了 《 感恩的心》 。 随后， 市

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一同走进市儿童福

利院， 近距离了解孩子们生活

学习情况， 并与小朋友们共进

晚餐， 一起提前度过了一个快

乐而又难忘的“ 六一” 国际儿

童节。

市儿童福利院举办开放日活动

陈荣高参加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在全市

创卫工作如火如荼推进时， 信州区东

市街道施家山社区遭遇难题： 市路桥

工程公司、三江成品油运输公司、市水

文局、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

心江西总队等辖区单位， 针对其办公

楼或宿舍楼存在的部分环境卫生问

题， 整改进度较慢， 同时缺乏长效管

理，导致部分问题反弹。

5

月

30

日上午， 在施家山社区干

部带领下，记者走访了现场。 在市路桥

工程公司宿舍区，记者看到：宿舍楼存

在房屋外墙开裂、窗户破旧、松动等现

象，影响市容市貌；铸铁雨水管锈蚀破

损，雨水直排。 三江成品油运输公司在

中石化上饶分公司原办公楼院内办公

运营， 该院内存在卫生死角和大面积

蓝色铁皮棚，沿路有部分围墙倒塌，出

入口路面坑洼积水。 在市水文局宿舍

区，记者看到：宿舍楼窗户破烂、松动，

存在安全隐患； 院内有零星垃圾和在

线缆上晾晒衣服的情况； 铸铁雨水管

锈蚀； 车棚边围墙存在污水渗漏的情

况，导致院内污水四溢。 中国建筑材料

工业地质勘察中心江西总队办公楼地

上、地下停车场无人保洁。

施家山社区书记张馨予告诉记

者， 这些辖区单位近期就存在问题整

改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打扫了卫生、清

除了杂物等，但进度较慢，跟不上总体

要求，有些缺乏长效管理，导致保洁不

到位等问题反弹。

针对上述问题， 记者一一联系了

相关单位负责人。 市路桥工程公司负

责人表示，居委会提出的问题，他们会

尽快落实整改。 对于外墙开裂、门窗破

烂的问题， 因为宿舍楼属于征迁范围，

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快拆迁进度。 同时，

他们将立即派人修复破损雨水管，接通

下水道，解决直排雨水的问题。 下一步

公司会做好与居委会的衔接沟通，他们

可以出钱，请社区雇请保洁人员，建立

长效保洁机制，共同推动创卫工作。

中石化上饶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中石化上饶分公司因土地置

换搬迁到新址办公后， 老办公楼就由

民营企业三江成品油运输公司使用，

保洁也是由公司自己负责。 该公司与

中石化上饶分公司没有录属关系，只

有业务往来。 作为有业务往来的单位，

他们会告知对方尽快整改。 三江成品

油运输公司周经理表示， 院子因为之

前拆迁，环境卫生基础比较差。 针对存

在的问题，他们会立即派人整改。

市水文局分管领导回复说， 窗户

破烂的那户居民现在人长期在外地，

单位一直联系不上， 他们一时也解决

不了。 围墙渗水是因为墙外居民下水

管道堵塞所致，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

把外面的下水管道重新疏通， 但改造

工程超出了他们能力范围。 他们会与

社区沟通，把问题反映上去，希望相关

职能部门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

江西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停车

场是由租用他们单位场地的天伦酒店

负责保洁。 他现在在外出差，回来后会

跟领导汇报这个情况。

自开展创国卫工作以来， 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全市动员、广泛宣传，

并多次召开会议， 密集调度、 压实责

任，研究部署创国卫工作，在全市上下

掀起创国卫的热潮。 然而，仍有些部门

和单位存在畏难懈怠情绪和侥幸心

理， 让其辖区陷入整治———污染———

再整治的恶性循环中， 在全市创卫工

作中拖后腿。

战役已经打响， 就决不能停止和

退缩。 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到

这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以最严的督查，最严的考核，最严

的问责，全面落实创国卫工作责任。 同

样， 问题出现在哪里， 工作后进在哪

里，责任就要追究到哪里，扎扎实实推

动创国卫工作取得实效， 确保创国卫

真正创美环境，创齐人心，创高素质，

创出新生活！

（ 玉儿）

沿路坍塌的围墙。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5

月

30

日，省

“ 五型” 政府建设监督员调研组来饶开展

“ 走近政府、建言献策”调研，并召开座谈

会。 市委常委、副市长陆国宾代表市“ 五

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汇报上饶市“ 五型”

政府建设开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了我市“ 五型”

政府建设开展情况， 并表示， 将把上饶

“ 五型” 政府建设工作中的好经验、 好做

法带回去， 推动全省“ 五型” 政府建设

迈上新台阶。 陆国宾表示， 下一步， 上

饶将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 聚力聚

焦， 对标对表 ， 把实质性推进 “ 五型 ”

政府建设作为推动上饶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 总抓手”。

市“ 五型 ”办综合协调组 、调研宣传

组、督促检查组相关负责人参加，市发改

委、财政局、税务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分

别在会上作汇报发言。 会后，调研组一行

还将深入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弋阳县等

地进行实地调研。

省“五型”政府建设监督员调研组来饶调研

陆国宾作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