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实习生滑郁文 记

者孔臻报道 ：

7

月

22

日上午 ，

我市召开全市迎接国务院对省

政府、 省政府对设区市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工作动员

部署会， 会议传达了省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第七次全体 （ 扩

大） 会议暨第八届省督学和第

四届省教育督导评估专家聘任

会精神， 对我市履行教育职责

督导评价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市委常委、 副市长陆国宾参加

会议并讲话。

陆国宾在讲话中指出，教

育事关千家万户， 是最大的民

生工程， 是广大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办

好教育是各级党委、 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义

不容辞的职责。他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 进一步增强对教育

和教育督导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 要明确目标任务、 分工协

作， 切实按要求做好各项迎检

准备工作；要以问题为导向，下

大力气集中解决一批教育难

点、重点问题，紧紧把握此次迎

国检、 迎省检的契机， 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发展，努

力促使我市教育跻身全省教育

第一方阵，向市委、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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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保洁车“上岗”

又 是 一 年 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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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用 修 复 机 制 ” 给 失 信 者 留 弥 补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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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梨熟时，载歌载舞庆丰收。

7

月

16

日晚，广丰区吴村镇塘边村第六届天桂梨

文化节在该村同心广场精彩上演， 吸引了四

面八方的村民前来观看。

活动现场，表演者为大家带来了舞蹈《 烟

雨江南》 、《 采茶舞曲》 ，独唱《 山丹丹花开红艳

艳》 ，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京剧、小品等

精彩纷呈的节目。 人们一边浸染在热闹的文

化节氛围中，一边品尝着甘甜的梨子，共同分

享天桂梨丰收的喜悦。

七月，正是天桂梨成熟的时节。吴村镇塘

边天桂梨基地作为广丰区最早种植天桂梨的

基地之一，享有“ 天桂梨之乡”盛誉。

“ 今年，全村天桂梨种植总面积

3000

多

亩，

90%

以上的家庭都种植了天桂梨，预计总

产量超过

200

万斤，目前农户通过网商、微商

及自产自销等方式进行多渠道销售。”塘边村

党支部书记饶明荣介绍。

“ 这个果园有差不多

200

棵梨树，一棵树

能摘下

200

多个梨。今年虽然雨水多，但对梨

子的成长影响不大，水分很足，口感很好，最

开心的是价钱也涨了！”村民姚信财边采摘边

同笔者聊起了自己的果园， 脸上绽放着丰收

的喜悦！ （ 周莉莉 张贵华）

信用修复让失信者看到了主动向

善的正面结果 ， 对个人 、 对社会来

讲， 都是一个正反馈， 能鼓励更多失

信者主动修复信用。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指

出要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失信市

场主体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

消除不良影响的， 可通过作出信用承

诺、 完成信用整改、 通过信用核查、

接受专题培训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

修复完成后，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程序

及时停止公示其失信记录， 终止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

市场经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 良

好信用可以促进市场交易， 我国正在

建设信用社会， 全力完善信用机制。

目前 ， 越来越多的领域纳入信用系

统， 对失信者施以信用惩戒， 让其承

受相应的失信成本， 在日常工作、 生

活中遭到各种限制， 感受到信用惩戒

的威力，从而不敢再轻易违约。 信用污

点有一定的记录期限，在此期间，失信

者往往寸步难行，各方面都受到限制，

而在实施信用修复后， 就能够终止信

用惩戒，让失信者恢复正常信用。

信用惩戒是负面处罚措施， 通过

记录信用污点， 给失信者打上惩戒烙

印， 让其感受实现压力。 信用修复则

具有正面引导效用， 让失信者主动改

善自身行为， 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信用

修复， 以尽快消除信用污点， 恢复自

身信用指数， 尽快投入到正常的工作

与生活中。 可见， 信用修复是对信用

机制的完善 ， 弥补了信用惩戒的不

足。 二者共用， 让失信者在压力与动

力驱使下，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 让

守信者一路畅通、 失信者处处受限，

乃信用中国建设的根本目标， 也是发

展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在政府的全

力推动下， 我国信用体系逐步完善，

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和大数据、 云

计算等， 基本上构建起跨地区、 跨行

业、 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让

失信者受到相应的惩罚。

据统计， 截至今年

6

月底， 全国

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443

万人次 ， 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

2682

万人次， 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

596

万

人次，

437

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

惩戒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冰冷的数据

背后 ， 体现出信用惩戒的威力 。 但

是 ， 信用机制的主要功能是惩恶扬

善， 最终目标是打造良好信用环境，

让每个人都能主动遵守信用规则。

因此， 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

角度看， 给失信者一个修复信用、 拯

救自己、 重回正轨的机会， 是不可或

缺的。 显然， 信用修复填补了信用机

制这块大拼图的空白， 让失信者看到

了主动向善的正面结果， 以更好地发

挥激励效用， 促使其摒弃失信恶习，

积极改进自己的行为模式， 努力做一

个诚实守信的人 ， 以获得社会的认

可。 如此， 对个人、 对社会来讲， 都

是一个正反馈， 能鼓励更多失信者主

动修复信用。 （ 周菊）今年

43

岁的徐贵林是万

年县梓埠镇渡港村板桥小组

人， 肢体三级残疾，

12

岁患强

直性脊柱炎 ， 至今腰无法直

立 ， 妻子王枝凤肢体四级残

疾 ， 去年查出糖尿病 ， 母亲

姚枝花也是肢体四级残疾 ，

所有家庭重担都落到他一个

人身上。

日前， 笔者来到徐贵林家

时，他正在一台做鞋机上工作。

虽然徐贵林身负残疾， 但生活

态度积极，做事非常勤快努力，

扶贫干部了解到他本人有制鞋

技术后， 就凑钱帮其买了一台

制鞋机，并帮他联系合作厂家，

签订了合同。“ 这个没有固定的

上班时间，妻子经常要去医院，

我也可以随时陪她去。”徐贵林

一边顾着手头工作， 一边跟笔

者聊着 ，“ 有货的时候我就赶

货，空余时做点家务活。 ”徐贵

林说话时， 一直带着淡淡的笑

容，手上的功夫也一直没停，熟

练而专业。

徐贵林家中， 与做鞋机正

对着摆放的，是一个梳妆台，大

大的镜子， 桌子前摆着一些理

发工具。徐贵林向笔者介绍到，

自己初中毕业学过理发， 回到

家后， 秉着多干活多创收的想

法， 想把理发这门手艺也捡起

来。经驻村工作队组织培训，他

努力学习理发技术， 在家门外

挂起来一块“ 洗头、理发、染发”

牌子，经营起了理发生意。

“ 他特别热心，村里都是些

老人小孩，手机电视弄不来，都

会请他帮忙调， 虽然家中事务

多，但是他每次回应得很快。 ”

住在徐贵林家附近的邻居正好

带着朋友来理发， 跟笔者聊到

徐贵林，连连称赞。“ 我们理发

现在都找他，手艺好人也好，对

他特别信任。”加上村干部帮他

大力宣传，介绍顾客，徐贵林的

理发生意也渐渐有了模样，生

意越来越好。

临走时， 徐贵林还带着笔

者看了看自家的菜地。 红薯、

丝瓜、 毛豆、 辣椒……种类多

样， 徐贵林一家的一日三餐，

除了买些米， 田里的菜已经足

够。 “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一家

人身体都能好好的， 然后我把

现在手上的工作好好做， 认真

做， 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

好， 这么照顾我们， 我更要好

好生活，把日子越过越好。 ”

（ 邹洋 张晓瑶）

“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好，

我更要好好生活，把日子越过越好。”

渡港村贫困户徐贵林———

身残志坚撑起一个家

7

月

20

日，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举行创国卫流

动保洁车交接仪式。 据了

解，该局此次投入

50

余万

元添置了

110

辆流动保洁

车， 分派给市中心城区各

个物业公司， 助推物业小

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全

力打赢创国卫攻坚战。

郭小平 王梦莹 摄影

报道

近日，信州区博物馆面向暑期学生，举办了“文字的创立和

文化的传播———印刷术” 这一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 旨在增

加学生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 同时又能感

受到印刷术的独特魅力。活动中，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活字印

刷的历史沿革，同学们还亲自动手体验了一把活字印刷，加深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陈露 吴心怡 摄影报道

我市公布 2019 年新闻发言人名单

“

ABCDEFG

，

HIJKLMN

……”虽然已经放假，但是在学

校的教室里坐满了闻讯而来的

孩子们。 受岩前村扶贫第一书

记的邀请，近日，两名来自法国

的大二学生当起了“ 洋老师”，

她们跟孩子们亲密接触， 一起

学习，一起嬉戏。

岩前村是省定贫困村，岩

前小学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

童。虽然已经是假期，但是听到

有“ 洋老师”要来的消息，孩子

们一大早就都赶到了教室安静

地等待着。

“ 大家好 ，我叫

Emma

，我

来自法国，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

让我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上一

节课……” 法国籍的

Emma

亲

切的和岩前的孩子们打招呼，

身旁的中国同学若凡一句句地

向学生们翻译着， 一场特殊而

又生动的课程拉开了序幕。 在

齐唱《 字母歌》 后 ，

Emma

给孩

子们都取了一个英文名， 并教

孩子们大声用英文名打招呼。

在

Emma

的带动下， 孩子们渐

渐没有了最开始的拘束， 欢笑

声开始回荡在教室。

在结束了上午的课程后，

Emma

在岩前村游玩了起来 。

岩前村美丽的风景， 深厚的文

化内涵深深吸引了这位异国他

乡的小姑娘。 在得知岩前村是

在中国发起的精准扶贫工作后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Emma

表示很惊讶。她说，中国现在的

发展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强大，

她非常喜欢这里多彩迷人的田

园风光，热情淳朴的乡风民风，

色香味美的乡村美食， 并希望

以后能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

（ 朱晋）

小乡村来了 “洋老师 ”

潘栋 摄

本报讯 记者徐芸 见习记

者徐佳一报道：

7

月

22

日上午，

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 统一对外公布

2019

年新闻发言人名单。

据了解， 此次公布的市新

闻发言人名单中， 涉及

123

个

单位和

12

个县（ 市、区） 、上饶

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清山风景

名胜区、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

共计

186

人， 其中副县级以上

干部

99

人（ 含正县级领导干部

9

人） 。 与去年相比，今年公布

的新闻发言人名单继续按照市

委市政府、市委有关部门、市政

府有关部门、人大政协、市法院

检察院、 人民团体、 大中专院

校、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县

（ 市、 区）

10

个类别进行划分，

公布内容包括姓名、 单位、职

务、电话或传真。

此次新闻发言人遴选更加

严格， 要求各地各部门新闻发

言人要讲政治、 懂业务、 善沟

通， 认真做好社会热点难点问

题的新闻发布。同时，新闻发布

团队建设得到加强， 各地各部

门应为新闻发言人开展工作提

供必要条件， 确保其列席重要

会议、阅读重要文件，参与重大

事件处置。 市政府新闻办还将

通过一年举办一次新闻发言人

培训班， 进一步提升新闻发言

人的整体素质， 加强新闻发言

人之间、 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

者之间的联系对接。

迎接省政府对我市履行教育职责

督导评价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陆国宾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