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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讯“ 昔日乱象横生的津门路，

如今发生了彻底改变，呈现在众人眼前

的是整洁干净的道路环境。党和政府的

行动真给力！”近日，居住在玉山县冰溪

街道津门路的居民对居住环境发生的

大变样感慨万千，纷纷拍手叫好。 玉山

县坚持强化和发挥城市基层党组织的

领导核心作用，通过网格化管理、规范

化建设、区域化共建，不断推动党建工

作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以网格化为抓手，整合资源，积极

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以居民小区、街

巷、楼栋为单元，建立社区网格

130

余

个， 根据网格规模建立网格党支部

39

个，将社区服务代办、矛盾化解等工作

全部下沉到网格，目前已有超过

80%

的

事项在社区和网格层面解决； 在

15

个

县城社区逐步建立党代表工作室，编印

了《 县城社区党代表工作室建设指导手

册》 ，统一悬挂牌匾、工作流程和制度，

为社区党代表工作室提供

10

平方米以

上独立或合署办公场所，结合网格化管

理，定期开展“ 党代表接待日”“ 党代表

服务日”活动

100

余次，征集

600

余条

意见和建议，办好民生实事

80

余件；建

设街道社区基层党建信息化平台，通过

微信公众号、智慧党建

APP

等，实现对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动态的实时掌握和

经常性教育管理。

通过规范化建设，着力理顺管理体

制。 该县将县城区域的

15

个城市社区

党组织全部升格为党委，隶属冰溪镇街

道党工委管理，运行“ 一委一居一站”模

式，对城区内“ 两新 ”组织实行兜底管

理，扩大新兴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

覆盖；通过“ 新建、购买、改造、提升、置

换”等多种形式，实施社区工作服务用

房改造提升行动，完善党建工作、便民

服务、社区治理、文明活动等功能区；持

续推进社区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从组织

设置、队伍建设、组织生活、工作机制、

基本保障、提升服务、中心工作等

7

个

方面提出

70

余项具体标准， 配套制定

工作重点和评价指标，以标准化推进城

市基层党建规范化。

以组织为纽带， 突出区域共建，强

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功能，实现各

类党组织互联互通互动。建立健全党政

领导班子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挂点联系

社区制度， 组织

75

个结对共建单位在

职党员到结对共建社区党组织报到，并

将“ 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开展情况纳

入单位年终绩效考核体系， 作为在职

党员民主评议、 评优评先、 年度考核、

提拔重用的依据 。 建立党建联席会 、

议事恳谈会等制度，开展以“ 居民群众

说事、社区干部理事、联席会议议事、共

建单位办事、党员义务帮事、群众代表

评事”为主要内容的“ 党群同心、和谐共

建”主题活动， 推动街道社区与结对单

位对接需求、 相互服务， 目前所有结

对共建单位均与对应社区进行了对接。

冰溪镇横路街社区和结对共建单位共

同建立“ 党建微家”，万柳州社区、十字

街社区和结对共建单位联合开展“ 义

诊”宣传活动，舒家棚社区与

5

个结对

单位开展“ 党建

+

居家养老”主题活动，

玉溪社区与结对共建单位开展“ 党建

+

创建”活动，各社区与结对共建单位联

动共建成效显著。 （ 胡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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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指示表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家人表

示亲切慰问。 他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

市的工作机会， 毅然回到家乡，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

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

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

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

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

部。

2016

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百

色工作。

2018

年

3

月，黄文秀同志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乐

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20%

以上。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 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

难，献出了年仅

30

岁的宝贵生命。

习近平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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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7

月

1

日上午， 上饶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大会召开。 市委书记马

承祖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始终忠于信仰、 忠于核心、 忠于人民、

忠于伟大事业， 以党建工作的高质量确保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质量， 为“ 决胜全面小康、 打造大美上饶”

再创新业绩、 再铸新辉煌。

市委副书记杨文英主持； 程建平等市四套班子

在家党员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凌卫宣读了

《 中共上饶市委关于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

马承祖强调， 回顾过去， 上饶之所以能有今天

这样的大好局面， 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担当作为，

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的倾情奉献。 近年来， 在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 上饶到处都

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上饶

能有这么大的进步、 这么大的变化， 关键是有一支

敢于担当、 敢于攻坚、 敢于冲锋陷阵的党员干部队

伍， 关键是有坚强的各级党组织。

马承祖强调， 立足当前， 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

发挥表率作用， 努力在“ 决胜全面小康、 打造大美

上饶” 的历史进程中坚守初心、 建功立业。 要在理

论学习上作表率，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 认真学习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尤其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

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要在引领发

展上作表率， 着力推动上饶走出一条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新路子； 要在为民服务上作表率， 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要在担当实干上作表率，

努力创造出无愧历史、 无愧时代、 无愧人民、 无愧

革命先烈的更大业绩； 要在清正廉洁上作表率， 确

保权力永远在阳光下运行。

马承祖强调 ， 展望未来 ，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努力把政治生态建

设得更加风清气正 。 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认真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

建工作 ， 严格落实党建责任 ， 加快推进重点任

务 ， 切实树好选人用人导向 ， 持续抓好党风廉政

建设 ， 以党建工作的高质量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质量 。

会上， 马承祖、 杨文英、 程建平等市领导为全

市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

织代表颁奖。

马承祖在上饶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大会上强调

始终忠于信仰忠于核心忠于人民忠于伟大事业

以党建工作高质量确保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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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方子健报道：当前，创国卫工作已

进入攻坚期、关键期。 近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四

区一县实行创国卫网格化管理，推行网格（ 路、街、

巷）长制，确保监管无盲区、责任无空白、管理无漏

洞。 这一举措在广大干群中引发强烈反响：他们谈

感受、说认识、话落实，纷纷表示将以破釜沉舟的

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全力冲刺的架势，全力以

赴攻坚克难，坚决打赢创国卫攻坚战，确保顺利通

过国家考核。

市城管局不仅按照上级要求， 明确了县级干

部为（ 路、街、巷）长，还做好自选动作，安排

60

余

名科级干部，作为市本级管理的

60

多条道路的路

段长，做到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将难点问

题列好清单，报送市城管指挥中心，统一归口及时

交办。 该局干部范建良就是

60

余名路段长之一。

他认为，创国卫网格（ 路、街、巷）长制站位高、内容

细，大到主次干道，小到里弄小巷都落实有责任单

位和个人，实现了创国卫工作的日常管理、长效管

理和精细管理。 同时城管、公安、市管、卫健等行政

职能部门都被纳入制度体系， 能够解决更多跨行

业、跨部门的难题。

经开区兴园街道凤凰社区工业五路路长张小

龙表示， 要形成路长主动巡查和群众积极反映的

双向互动机制，将巡查问题处置情况作为（ 路、街、

巷）长考核依据，每周及时对接城管、市管等部门，

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问题。 高铁经济试验区富饶

路和站前一路路长田俊君表示， 要做到巡查整治

到位，乱象问题解决到位，入户宣传到位，为我市

创国卫工作争光添彩。 上饶县春江大道路长孙饶

峰表示，要做好信息员，建好问题台账、挂图作战、

销号处理；做好联络员，与城管、住建、交管等部门

对接好工作； 做好指挥员， 一线指挥调度疑难问

题，及时整改。

何钰瑶是饶城北门街道的一名网格联络

员。她说，过去社区街道力量有限，创国卫工作

很难覆盖到偏僻的里弄小巷、垃圾死角。如今，

我市由各级领导带头、 全民参与， 实施网格

（ 路、街、巷）长制，把责任落实到人，实现所有

路街巷创国卫全覆盖， 这让我们基层干部备受鼓

舞。 接下来，我将积极配合网格（ 路、街、巷）长，做

好对接工作，一项项抓好落实，及时上报创国卫工

作面临的难题，力争做到一路一策、一街一策、一

巷一策，保证辖内卫生干净整洁。

在得知我市实施创国卫网格（ 路、街、巷）长制

后， 饶城东市街道中央公园小区居民徐军兴奋地

说：“ 创国卫网格（ 路、街、巷）长制实现了市、区、街

道、社区，乃至业委会、楼栋创国卫工作的上下联

动和无缝对接， 拉近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距

离，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更加通畅，及时解决

了脏乱差等城市管理难题， 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幸

福指数。 ”

我市干群热议创国卫网格（路、街、巷）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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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 为深入推进国家卫

生城市创建工作，打造干净、整洁、文明的小区居

住环境

,

我市在

7

月

1

日至

10

日期间 ，对中心城

区

(

含信州区、广丰区、上饶县、高铁经济试验区、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化管理区域

)

范围内住

宅小区

(

含有物业管理小区和无物业管理小区

)

环

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

据悉，集中整治主要针对占用道路、绿地、楼

道 、 屋顶和房前屋后等公共空间乱堆乱放的杂

物 ，垃圾清理不及时及各类垃圾死角 ，随意倾倒

垃圾 、建筑垃圾或危废品混入生活垃圾 ；长期占

用小区公共空间、影响小区环境美观的“ 僵尸车”

及占用消防通道、绿地草坪等乱停乱占的各类车

辆；住宅小区楼道、墙面等现有的乱贴乱画

,

乱拉

乱挂及各类小广告 ；住宅小区内道路两侧 、公共

场地违规种菜和饲养家禽行为以及其他环境卫

生问题。

集中整治行动要求住宅小区和住户居民积

极参与 ， 对不支持 、 不配合的住户居民和物业

企业将进行曝光和处罚

,

并视情节严重程度

,

纳入

个人及企业征信系统 。 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

,

重点对住宅小区物业企业垃圾收集清运不

及时 、 乱倾乱倒 、 随意处置建筑垃圾等违法违

规行为

,

以及住宅小区住户乱堆乱放 、 乱停乱

占、 乱拉乱挂、 乱种乱养、 高空抛物、毁坏公共

绿地或其他公共设施等不文明现象进行从严处

罚和曝光。

我市在中心城区开展住宅小区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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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华报道：

6

月

28

日，

中央文明办在云南曲靖举办全国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发布

6

月“ 中国好人榜”。 原德兴市香屯街道

杨家湾湖田村村支书方白皮光荣上榜，

荣获敬业奉献类“ 中国好人”称号。

方白皮，女，

1947

年出生，现年

72

岁，中共党员，德兴市香屯街道杨家湾

村湖田村人，原德兴市香屯街道杨家湾

湖田村支部书记。

1974

年，

27

岁的方

白皮参加工作 ， 任湖田村妇女主任 。

1998

年，

51

岁的方白皮在湖田村支书

的岗位上退休。

2003

年， 新的香屯敬

老院建成投入使用

,

她又开始在香屯敬

老院无微不至照顾老人， 这一照顾就

是

16

年。 她把敬老院当作自己的家，

把院里的孤寡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

2003

年至

2011

年， 院里有

11

位孤寡

老人， 工作人员只有她一人， 既是清

洁工 ， 又是护理工 ， 还是半个厨师 。

每天她不是在敬老院， 就是在去敬老

院的路上。 这位有着

41

年党龄的老共

产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

自己朴实的爱、纯真的情，温暖着每一

位孤寡老人的心，抒写着一位共产党员

的真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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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1

日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

6

月

30

日， 玉山县怀玉乡

陇首小学学生来到玉山

第一个党支部旧址参观，

听老党员讲述革命故事，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刘树桢 摄

退而不休照顾老人十六载

方白皮荣登 6 月“中国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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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7

月

1

日下午，市委常委会议

召开。 市委书记马承祖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

见》文件精神，并听取了全省公安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及我市

贯彻意见的汇报。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全国、全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抓好《 关于加强新时

代公安工作的意见》的贯彻落实。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

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

警、科技兴警、全面从严治警，着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公安铁军。 要全面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 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努

力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会议传达学习了 《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

追究办法》 。会议要求，要全面抓好《 办法》的贯彻执行，压紧

压实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严查处违规用人问

题和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严肃追究失职失察责任，大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体 （ 扩大） 会议精

神。 会议强调，这次省委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对加

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 努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

改革发展新画卷进行了全面部署。 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

会，把握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视察江

西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 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全面加快“ 决胜全面小康、打造大美上饶”进

程，感恩奋进描绘好新时代上饶改革发展新篇章。

会议听取了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主要精神及我

市贯彻意见的汇报。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各项重

点工作；要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科学制定具体方案，推

动创建工作不断深化；要抓好先进典型选树，积极开展身边

好人、道德模范、志愿者等评选活动，用身边典型教育身边

人，切实提升市民素质。

会议审议了市委四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有关事项。

会议还听取审议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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