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鄱阳讯 鄱阳县油墩街镇对照

“ 核心是精准、 关键在落实、 实现

高质量 、 确保可持续 ” 的工作要

求， 把各项扶贫政策落地落实， 持

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

意度。

该镇逐级召开业务培训会， 对

班子成员、 村“ 两委” 干部、 驻村

第一书记、 帮扶干部进行相关政策

培训； 向帮扶干部发放扶贫政策宣

传手册 ， 在每个村设立政策宣传

栏 ， 同时每月举办一次政策宣讲

会、 组织一次扶贫政策知识考试，

对帮扶贫困户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走

访宣传， 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扶贫政

策知晓率。 对已经退出的

8

个贫困

村及今年预退出的

3

个贫困村对照

九大体系指标逐项进行梳理， 对存

在的问题建立台账 ， 明确季度任

务、 月度安排， 倒排工期、 责任到

人， 确保高质量达到退出标准。 为

补齐政策落实短板， 该镇还定期召

开扶贫领导小组及镇村干部会议和

走访贫困户， 对十大扶贫政策是否

落实到位进行摸底， 并根据摸底情

况， 镇党委政府制定了 《 关于进一

步推进油墩街镇脱贫攻坚政策落实

的通知》 ， 对未落实政策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明确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以及责任人。

与此同时， 该镇每月由班子成

员主持召开一次挂点村脱贫攻坚工

作汇报会， 并对挂点村贫困户进行

全覆盖走访， 做到“ 问题在一线发

现， 矛盾在一线处理， 政策在一线

落实”，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指导督

促帮扶干部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

村到户， 帮扶干部上户摸清贫困户

基本情况、政策享受情况、政策未落

实情况，逐项跟踪落实到位，切实打

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赢得贫

困户的满意评价。 （ 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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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服 务 人 民 中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信 江 时 评

渔塘村 ：让垃圾分类成村民习惯

德兴讯 日前， 笔者来到德兴市

花桥镇渔塘村， 顺着主干道沿线走，

只见不足

30

米就摆放有一组蓝色、

绿色和红色的带盖垃圾桶， 蓝色桶

体上印有“ 可回收垃圾”、 绿色的印

有“ 厨余垃圾”、 红色的印着“ 有害

垃圾”。 据了解， 渔塘村下辖三港、

石基头、 渔塘

3

个自然村， 全村有

人口

1556

人， 其中垃圾桶就设置有

80

多组， 村民出门不足

30

米就可以

分类倒投放垃圾。

当天上午

9

点 ， 村民叶秋芝像

往常一样来到路旁垃圾桶前， 娴熟

地将废纸、 瓶罐投放到可回收垃圾

桶内后， 又将前一天剩下的饭菜投

放到不可回收垃圾桶内。 “ 以前各

种生活垃圾混装投放， 垃圾桶很快

就满了， 又脏又臭， 对我们的生活

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刚开始是有

些不习惯分类， 但村里的党员多次

来到我们家中宣传讲解， 潜移默化

地带动我们自觉地将垃圾进行分

类 。” 叶秋芝告诉笔者 ， 垃圾分类

投放可以物尽其用 ， 实现变废为

宝。

想要全面推进垃圾分类绝非易

事， 既需要科学管理， 也需要长效

机制， 更离不开习惯养成。 渔塘村

可是下足了苦功夫， 多次召开党员

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 手把手教村

民分类知识， 并将晦涩难懂的知识

点制作成简洁易懂的动画宣传单 ，

分发给大家。 家家户户签订了分类

垃圾投放承诺书， 要求村干部及党

员到挂点的村民家中进行耐心指导，

以

1

个人带动多个人。 每个月开展

“ 最美清洁户” 评比活动， 选出本月

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家庭， 授予证

书 。 同 时 开 展 了 有 奖 知 识 竞 答 、

“ 大手牵小手” 横幅签名、 文艺演出

等系列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 逐渐

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取得了初步

成效。

（ 肖云心）

“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 ； 走得再远 、 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

记为什么出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我们党在全

国执政第

70

个年头。 站在新的历史

节点上， 回望起点、 展望未来， 唯有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 方可赢得民

心、 赢得时代， 方可善作善成、 一往

无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书写者 ，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是强

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只有深深扎根到

人民群众的土壤中去， 我们才能汲取

到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无穷无尽的养分

和力量 。 当前 ， 全党开展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是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 我

们要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为契机，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

养初心 ， 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

心。

广大党员干部应当时刻把为民服

务的宗旨挂在心头， 落到实处， 不断

发扬调查研究传统， 问需于民、 问计

于民， 为民服务解难题， 以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 坚决与为民服务不实在、

不上心、 不尽力， 脱离群众等不良作

风和现象作斗争 ， 真正让 “我将无

我， 不负人民” 的政治情怀化于心、

践于行、 见真效。

要以向时代楷模、 先进典型和榜

样学习， 接受精神洗礼， 更好地在服

务人民中践行初心使命。 张思德、 雷

锋、 焦裕禄……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披肝沥胆、 鞠躬尽瘁铸就不平凡的人

生， 在忘我的无私奉献中诠释了服务

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李保国、 廖俊

波、 黄文秀……他们时刻将人民的利

益放在心头， 以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

命， 用辛勤汗水乃至生命， 铺就为民

路， 架起民心桥。 我们要以榜样为鞭

策 ， 强决心 、 聚动力 ， 焕发初心不

改、 信仰弥坚的政治品格， 培育至诚

奉献、 为民造福的高尚情操， 抖擞担

当作为、 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

98

年来，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

赴后继、 英勇奋斗， 庚续传承初心使

命。 奋进新时代， 迈步新长征， 全体

党员干部更当自觉坚守初心， 担起使

命， 把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深深植根

于思想中、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 齐心

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汇聚磅礴力量， 努力创造属于新时

代的光辉业绩。

（ 宋燕）

本报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

根据地的创建人方志敏同志诞辰

120

周年。 为缅怀方志敏同志的丰

功伟绩， 进一步弘扬方志敏精神，

7

月

10

日，由上饶师范学院、方志敏

干部学院主办的首届“ 可爱的中国”

全国大学生夏令营学术采风活动在

上饶师范学院开营，来自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和上饶师范学

院的

23

名大学生、

7

名专家学者参

加活动。

此次采风活动为期

5

天， 学员

们将途经弋阳、横峰、武夷山、开化、

玉山、德兴等地，参观闽浙赣省苏维

埃旧址群、湖塘村方志敏故居、方志

敏纪念馆、大安闽北苏区旧址群、北

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怀玉山清贫

园、龙头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等，采取

白天实地走访和晚上听学术讲座、

研读方志敏《 可爱的中国》《 清贫》等

原著、 观看大型革命题材电视连续

剧《 可爱的中国》等方式 ，感受“ 爱

国 、创造 、清贫 、奉献 ”的方志敏精

神，实地见证祖国

70

年来的沧桑巨

变， 深刻理解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

的、 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深

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

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

不易。 （ 徐军）

首届“可爱的中国”大学生研学夏令营在饶开营

“ 明月几时有 ， 把酒问青天 ，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7

月

11

日， 余干县杨埠镇初级中

学的教学楼里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

声， 原来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和江

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大学生志愿

者们正在给该校的学生授课。

而另一栋教学楼里则响起了激

情的音乐声， 伴随着“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的节奏欢快

舞动， 这是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在

给学生们上舞蹈课。

据悉，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积极响应全市“ 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 大学生主题文明实践活

动， 联手首都师范大学开展暑期大

学生“ 三下乡” 社会实践。 此次共

组织

61

名大学生志愿者在余干县

杨埠镇初级中学开展为期

5

天的支

教活动， 开设了英语、 人文历史、

数学物理 、 音乐 、 国学等特色课

程。

“ 我觉得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只要敢尝试， 就有无限可能。” 来

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何欣深有感触地

说： “ 我带的学生中有一个叫上官

烨祯的可爱女孩， 她一直说自己喜

欢乒乓球， 对舞蹈有些抵触。 可在

她真正接触了舞蹈之后， 却渐渐地

爱上了跳舞， 由最开始的害怕和抵

触， 慢慢地变成了喜欢和热爱。 所

以我很开心， 能够帮助她发现新的

自己， 我觉得我的存在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首都师范

大学、 江西医专的大学生志愿者们

不仅给学生们带来优质的特色课

程， 还将开展入户调查、 乡村义诊

等一系列的活动。

（ 曹紫荆）

玉山讯 玉山县樟村镇纪委进

一步规范村级“ 三务公开”工作，保

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

规范内容，严把实时准确关。镇

纪委对各村（ 社区）“ 三务公开”内容

留档核实，确保信息公开的准确性、

及时性、真实性。第一时间督促不及

时公开的，及时完善公开；对发现公

开不到位的，督促其整改落实。

事前提醒，严把主动履职关。镇

纪委利用微信“ 樟村纪检工作群”，

在关键时间节点发布工作提示，督

促村（ 社区）负责“ 三务公开”的工作

人员主动履职， 及时更新完善公开

信息，确保党务、村务、财务公开透

明。

责任到人，严把追责问责关。明

确村（ 社区）支部书记为“ 三务公开”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将“ 三务公开”

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

核 ，作为对村（ 社区）综合考评 、村

“ 两委”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 对公

开不到位、不及时、虚假公开以及村

级财务管理混乱的，将严格按照“ 一

岗双责”有关规定进行问责，做到失

责必问、问责必严。

（ 周瑶 叶英青）

樟村镇规范村级“三务公开”

暑期的趣味课堂

油 墩 街

抓好政策落实 助力扶贫脱贫

万年县上坊乡富

厂村委会塔桥村小组

村民陈义和， 因残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 。 但他身残志坚 ，

2017

年投资

2

万多

元种植了

2

亩大棚蔬

菜 ， 后来还养殖了

300

只肉鸽， 年收入

达

3

万元， 并于去年

脱贫。

徐声高 摄

近日，玉山县紫湖镇乡村国学讲堂在林氏宗祠内正式开课，孩子们在古色古香的祠

堂内聆听国学文化。 近年来，玉山大力开展乡村文明实践活动，把乡村传统文化场所与

新时代文化宣讲结合，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新时代文化，传扬了好家风，掀起了乡村文

化振兴热潮。 吴德强 林菁华 摄影报道

种

养

致

富

2019年第一次新闻宣传工作例会召开

丁 晓 胜 讲 话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

7

月

12

日上午 ， 市委宣传部召开

2019

年第一次新闻宣传工作例会。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丁晓胜出席并

讲话。

丁晓胜指出， 做好下一阶段宣

传工作，政治站位要高，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关于宣传思

想工作重要论述等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大局意识要强，要围绕全国、全

省、全市中心工作思考、确定宣传方

向，把握好重大主题、重要时间节点

的宣传报道；宣传效果要实，提高传

统媒体、新媒体产品的质量，不断拓

展传播渠道，持续建好“ 百万微信朋

友圈 ”；宣传管理要严 ，要紧绷“ 导

向、纪律”弦，严格落实、坚决执行上

级宣传要求；工作作风要实，要结合

“ 四力”教育，深入基层、贴近群众采

写新闻，注重抓落实、抓细节，严格

遵守“ 八项规定”精神等纪律。

会上，省驻饶新闻媒体、市直新

闻单位负责人汇报了今年以来新闻

宣传工作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 市 召 开 防 汛 会 商 会

本报讯 记者孔臻报道：

7

月

12

日上午，我市召开防汛会商会。 会

议总结了前一阶段防汛工作，预测

后期气象水文趋势，部署下一阶段

防汛工作。 副市长、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指挥长祝宏根出席并讲话。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

12

日至

15

日，我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

过程降雨量可达

140

至

180mm

，最

大小时雨强

50

至

80mm

； 信江干流

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

1

米洪水，乐安

河干流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

2

米洪

水，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祝宏根强调，要坚决落实防汛

责任，严格实行

24

小巡查制度，做

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 要

坚决控制好水库水位，严格按照度

汛方案调度，严禁超汛限蓄水。 要

坚决执行防汛纪律，各相关部门要

尽心尽力 ，积极履职 ，打好防汛攻

坚战。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全力

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