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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记者杨维汉、胡浩）在第

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

2019

年教师节暨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0

日在京举

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向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

情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参加

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她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

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广大

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

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好老师。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增强教师职业吸

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

名“ 全国模范教师”、

79

名“ 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597

个“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以及

1432

名“ 全国优秀教师”、

158

名“ 全国优秀教育工

作者”，授予

1355

项“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此前，教育

部等还推选了

10

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 河北省辛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

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

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

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

得者代表、四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李 克 强 王 沪 宁 参 加 会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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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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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会议要

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落实好《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作为解决好

“ 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确保新时代上饶农村工作始终保

持正确政治方向。 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不断

开创上饶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确保如期实现与全

国全省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要以加强农村党建为引领，扎

实推进农村党组织建设，着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会

议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要高度重视机构编制工作，充分

认识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党对机构编制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要切实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 条

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全面把握机构编制工作的新

形势。要加强监督检查，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进一步提

升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努力开创上饶机构编制工作新

局面。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扫黑除恶第二轮督导“ 回头看”

工作安排和我市工作建议的汇报。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全面向纵深发展。 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省委督

导组在上饶督导期间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列出问题

整改清单，建立台账、对账销号。 要坚持标本兼治，始终保

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要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上饶县撤县设区有关事项。

会议要求，上饶县要借助撤县设区的东风，按照省委给上饶

提出的“ 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要求，主动融入、主动对

接、主动服务中心城区，坚决服从中心城区的统一规划、统一

布局、统一行动；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持续优化三产结构，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补齐民生工作短板，

让广大群众在撤县设区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直有关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相

关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撤县设区各项工作稳妥推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

委

常

委

会

议

召

开

马

承

祖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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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州区北门街道民主村，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北

门中队指导员游少诚像往常一样正在巡查。 他告诉记

者：“ 我们对城中村进行了统一改造， 仅民主村就设立

了

3

条单行道， 规划了

100

多个机动车停车位， 二轮

车、三轮车也实行集中停放，并对农贸市场周边道路环

境进行了整改。 ”让城市的公共秩序文明有序，上饶无

数创卫人像游少诚一样在高温烈日下忙碌。

城市的公共秩序折射城市的文明品位。 我市在创

国卫中坚持将百姓的需求与满意度放在首位， 先后开

展了整治住宅小区管理秩序、整治市场经营秩序、整治

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公共场所秩序等专项行动，动真碰

硬，切实解决好城市公共秩序的问题。

大力整治道路交通秩序。 我市全面整治各类交通

违法、 违章行为， 进一步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和行车秩

序， 切实解决了很多交管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 交通

秩序得到极大改善 。 为切实预防和减少涉人力三轮

车、 载人三轮车 、 载货三轮车 、 轻型货车 、 两轮车

（ 以下简称“ 五车”） 道路交通伤亡事故的发生， 净化

城区通行环境， 开展了“ 五车” 专项整治行动， 对违

法违规生产、 非法改装销售非国家工信部门公告目录

车辆企业进行依法打击 、 取缔 ； 对 “ 五车 ” 无牌无

证、 闯灯越线、 逆向行驶、 超员超速、 非法载人、 非

法营运、 非法改装、 违反限行及占道经营等各类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对暴力阻碍执法或危害

公共安全的车主 ， 由属地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处

罚， 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广泛开

展“ 创国卫文明出行我做起” 活动， 引导市民文明出

行； 每日有

300

余名交通志愿者走上街头， 在早晚高

峰期， 到人流、 车流量大的路口维护道路秩序。 他们

的身影成为饶城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力整治住宅小区管理秩序。 我市下大力气整治了

住宅小区管理秩序，在控烟禁烟、环境卫生、小区“ 十乱”

整治、 病媒生物防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效：

103

个小

区开展了含有禁烟控烟内容的健康教育宣传， 物业企业

办公室均有醒目禁烟标识； 联合消防部门规范了小区车

辆停放秩序，遏止了消防通道乱摆乱占乱象；联合控违部

门开展小区公共绿地及屋顶种菜清理整治， 督促物业企

业对小区“ 牛皮癣”进行经常性清理，防止小区苍蝇蚊子

滋生；开展车库住人、地面乱拉晾晒衣物整治，引导小区

业主文明住行，小区内不再出现乱泼乱倒污水污物、乱拉

绳子晾挂衣服现象； 选聘了

3

家有资质的病媒生物消杀

公司对

103

个物业小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定期消杀，指

导物业企业科学设置灭鼠毒饵站、合理规范投药。

大力整治市场经营秩序。 我市坚持疏堵结合的原

则，加强对农贸市场、早夜市和“ 六小”行业的管理，下

大力气整治市场经营秩序。

4

月底以来，针对农贸市场

的实际情况，对“ 四区一县”纳入创国卫区域的

41

个农

贸市场进行改造提升， 目前硬件设施达标或者基本达

标的有

33

个， 是我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范围最广、力

度最大的一次；针对辖区公共场所“ 六小”行业，我市制

定了 《 上饶市小摊贩小食杂店小餐饮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 上饶市公共场所“ 四小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等，通过开展针对小餐饮、小食品店、食品摊贩等的专

项行动和日常监督检查及指导，使“ 六小”行业做到经

营资质合法、室内外环境整洁、硬件设施符合相应国家

标准要求、从业人员均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大力整治公共场所秩序。 我市加强了对机场、火车

站、公交车、公园、商场、影院、网吧及窗口单位的规范

管理，扎实开展重点场所卫生管理工作，对破坏公共场

所秩序的进行依法处理，确保公共场合文明有序；加强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和卫生知识培训， 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实施免费

健康体检， 要求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

岗， 发现有职业禁忌人员立即调离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岗位；强化卫生法制宣传培训，印制了

10000

多份公共

场所卫生知识宣传手册， 免费向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及

社会公众发放，并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知识“ 五进”宣传

活动，对公共场所负责人进行卫生知识培训，累计宣传

培训公众及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6800

人次；督促公共场

所完善卫生设施设备和规范操作， 督促公共场所经营

单位整改完善卫生设施设备，规范从业人员操作，进一

步提升辖区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卫生管理水平。

如今的饶城，公共秩序井然有序，得到了市民的一

致好评：“ 小区干净了，交通顺畅了，各个公共场所明亮

整洁，我们心情都舒畅了！ ”

（ 压题照片：文明有序的交通秩序。 记者 徐斌 摄）

处 处 干 干 净 净 整 整 齐 齐

——— 上 饶 创 建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纪 实 之 三

本报记者 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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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3

岁的山村教师王厚德，是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三清乡引浆村西坑

中心小学汾水教学点的教师。

48

年来，

他执着坚守大山深处“ 一人一校”，以梦

为马，老骥伏枥，牵引一拨拨孩子走出

了深山，续写着另一番崭新的人生。 而

他，依然默默地坚守在大山深处，继续

着一个人的薪火相传。

从三清乡到引浆村， 再到汾水教

学点，山高路陡，崎岖难行，许多教师

望而止步。

1971

年， 汾水教学点因找不到合

适的教师， 一度陷入被迫停办的困境。

经过调查，当时的大队干部将目光锁定

了引浆小学五年级的优秀学生王厚德，

并与之父母商量，恳请王厚德前去担任

汾水教学点的老师。孝顺懂事的王厚德

听从了父母的意见，暂时放弃继续读书

的梦想，承担起家乡的教育重任。 那一

年，他只有

14

岁。

“ 我不接下这个任务，学校就会停

办，村里的孩子就上不了学。 ”王厚德

4

岁那年，患有小儿麻痹症，以致右腿

走路用不上力。走上讲台的他，在教学

中，始终没有停止自身的学习，他经常

利用寒暑假，艰难地往返大山，参加各

类教育培训， 弥补当年没有继续接受

教育的遗憾。

汾水教学点条件恶劣， 只留下了

王厚德这一位教师。 一天六节课的课

堂，王厚德单凭一只脚站立，每天结束

课程走下讲台，双腿都在颤抖，偶尔遇

到身体不适，站不到一刻钟，全身便大

汗淋漓。

而这一站，就是

48

年。为了让孩子

们能够全面发展， 王厚德开足所有课

程，他同时兼任语文、数学、思想品德、

体育老师，就连广播体操都不“ 放过”。

半百的人生中， 王厚德也尝尽了

人间苦楚。

1989

年，一伙抢劫犯趁他

不在家，闯入他家，将他的妻子、母亲

以及年仅

6

岁的儿子全部杀害。 突遇

灭门之灾的王厚德带着幸存的一儿一

女，在办完亲人的丧事后，含痛坚守教

学岗位。

2011

年，

55

岁的王厚德突发

心脏病， 心率高达

180

的跳动速度使

他辗转于玉山、上海等医院。 醒来时，

他最牵挂的还是山里的孩子。 病痛缠

身的他依然回到了学校， 坚守在三尺

讲台之上。

多年来， 王厚德用他孱弱的双腿

“ 精耕细作”，钻研教学，为深山里的学

子铺就了通向大山以外的新世界。“

70

年代的汾水村偏远闭塞， 老百姓生活

困苦，学校没有固定场所，课堂时常设

立在山野‘ 移动’茅棚内。”王厚德忆苦

思甜，但

48

年来，汾水村总人口不到

300

人，却有

30

余名山里娃考上了大

学，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教授、研究生，

奋战在祖国各地重要岗位上， 报效党

和人民。

眼瞅着村里一半人都成了他的学

生，他也渐渐两鬓斑白，青春不再。 为

了让孩子们能继续学习， 王厚德把手

中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女儿王琴。

“ 不能让一个孩子没有书读！ ”这

是汾水教学点多年的初心， 一直支撑

着王厚德那份带着温度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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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9

月

10

日， 市委书记马

承祖主持召开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传达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相关文

件。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党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主题教育

的总要求、根本任务和具体目标，以主题教育推动和促

进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奋

力谱写新时代上饶改革发展新篇章。

谢来发、杨文英、汪东进、程建平、廖其志、丁晓胜、

陈荣高、陈洪生、沈根火、凌卫、俞健、陆国宾、雷平、杨

建林、郑彦芳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主要精神； 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 上饶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 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组成人员、内设机构及工作职责》《 上饶市“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市委指导组工作职责及组

成人员》 。

围绕开展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马承祖

强调，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集

中精力做好有关工作，力争出实效、创特色、走前列。

马承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要把握目标要求，确保取得实效，以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

马承祖强调，要结合上饶实际，打造上饶特色。 要

强化政治引领， 切实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根本指针”；强化责任担当，

切实把答好“ 时代之问”作为“ 工作导向”；强化问题导

向，切实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 重要标尺”；

强化重点攻坚， 切实把基层党支部建设作为“ 有力抓

手”；强化基因传承，切实把“ 弘扬方志敏精神，担当新

时代使命”作为“ 不竭动力”。

马承祖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各级

党委（ 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严格按照中央

和省委、市委的统一部署，强化责任落实，注重宣传引导，

狠抓作风建设，坚持统筹兼顾，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马承祖在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以 主 题 教 育 推 动 和 促 进 各 项 工 作

实 现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跨 越 式 发 展

“不能让一个孩子没有书读”

———记 48年坚守大山深处的山村教师王厚德

本报记者 徐芸

������

本报讯 周光明 记者徐芸报道：“ 太

方便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办理好了！ ”

日前，来自新余的朱先生在市政务服务

中心公安窗口， 不到

15

分钟就完成了

补办身份证的全部流程。 他高兴地说，

以前办理身份证，需要赶回户籍所在地

新余市，咨询跑

1

次、申请跑

1

次、取证

跑

1

次，前前后后最少要跑到

3

次。 现

在政务服务效率真是太高了！ ”

今年， 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在进行

智能化改造后， 重新设置了公安集成

服务区。 在原受理业务的基础上，交

警、 户政部门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的

35

项业务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

“ 公安集成区”， 实现公安业务“ 就近

办”“ 多点办”，并实现窗口“ 无差别受

理”。 以户政业务为例，“ 公安集成区”

成立后，本省户籍人员换领、补领居民

身份证， 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直接办理。此外，公安集成服务区还

推出了“ 免费邮政快递”“ 自助照相”等

多项便民举措。

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公安 35 项业务可“就近办”“多点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