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 官 方 “ 梅 姨 像 ” 何 以 刷 屏 ？

信 江 时 评

近日， 广信区第

一小学举办了语文优

质课比赛。 各参赛教

师认真钻研教材 ，精

心制作课件， 通过情

景、 游戏等多种方式

辅助教学， 使课堂氛

围生动活泼， 教学环

节各有特色。

吴玉红 摄

青 溪

听民意走心 办实事暖心

为人民谋幸福

三尺讲台见真功

做好“三篇文章”，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

——— 访 婺 源 县 委 书 记 吴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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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集中整治户外广告牌

创国卫在行动

“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婺源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坚持

把‘ 改’字贯穿始终，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近日，婺源县委书记吴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婺源紧盯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 两个梳理”中查摆问题

28

个，已经整改到位

14

个；

8

个专项查摆问题

47

个， 已经整改到位

29

个；

6

个专项

整改方面查摆问题

204

个，已经整改到位

143

个；把省

委巡视发现的

106

项问题纳入了主题教育整改， 有

65

个已按要求初步整改完成。

整改过程中，婺源县重点做好“ 三篇文章”。 吴曙表

示，首先是做好“ 两山”转换文章。 婺源作为生态文化资

源禀赋、绿色产业发展条件都较好的县份，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全力践

行“ 两山”理论。 近年来，婺源老旧景区尤其是旅游股份

公司旗下景区管理缺位、品位下降，影响到全县旅游产

业转型升级，广大群众反映强烈。为此，县委县政府将婺

源旅游股份公司股权并购工作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做

了大量工作和经过不懈努力， 于

9

月

28

日正式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逐步完成了公司接管工作，并启动了江

湾、文公山、汪口、灵岩洞四个景区的整改提升工作，现

已初见成效。其中面临摘牌危险的文公山景区实现华丽

转身，不仅修葺提升了基础设施、打造了朱子主题文化

园，朱子研学、科普研学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年“ 十一”

期间，全县共计接待游客

47.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1%

。

婺源是“ 最美乡村”，但县城和集镇的品质品位还不

够高。 为了补齐这一短板，婺源做好城市创建第二篇文

章。 吴曙介绍，婺源县大力推进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

年行动，围绕打造“ 最美县城”的目标，扎实开展“ 五城同

创”工作，累计投入

3

亿元完成了以“ 净化、美化、绿化、

亮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区主干道景观提升工程，提升了

城区颜值。 围绕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全面开展住宅小区、城中村、菜市场、旱厕等集

中整治工作，整个城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显著增强。特别是按“ 徽派

+

现代”风格改建的

公厕，不仅落实专人管理，实现“ 手纸全覆盖”，更成为城

区一道亮丽的风景。前段时间，婺源县以高分通过了“ 国

家卫生县城”省检验收，正在做“ 创国卫”的最后冲刺。

“ 第三是做好为民服务文章。 ”吴曙说，县委加强党

建引领， 着力通过主题教育整改来为民生事业解难题、

补短板； 以“ 党建

+

老年幸福食堂” 为抓手， 全面加强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全县老年“ 幸福食堂” 已建

成投入使用

41

家， 覆盖四分之一的行政村， 有效缓解

了农村养老难题； 以“ 党建

+

” 理念引领政务服务工作

新发展， 各部门围绕“ 一次不跑”、 “ 只跑一次” 政务

服务改革， 提高办事效率， 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全县业务审批时限缩短

50%

以上， 少数事项缩短

85%

；

所有“ 一次不跑” 涉税事项均实现电子税务局一网办

理，

90%

以上涉税业务已实现一次办理。 通过解决一

件件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切实增强了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本报讯 记者万明 见习记

者徐佳一报道： 为持续推进户

外广告及门楣店招的整治及规

范化管理工作，自

6

月初起，市

城管局集中开展了新一轮户外

广告及店招门楣专项整治行

动，拆除了一批不符合规范、影

响市容市貌的广告店招， 并规

范设置了一批风格统一、 清爽

美观的店招门楣， 进一步提升

城市形象和品位。

整治行动初期， 中心城区

城管部门对各自辖区内的户外

广告及店招门楣进行摸底排

查，登记造册，分类梳理、分类

实施。 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

上， 大部分违规广告和门楣店

招业主都进行了自行整改拆

除， 未在限期内自行整改到位

的户外广告和店招门楣已依法

拆除。行动开展至今，市城管局

及“ 五区”城管部门共计拆除违

规大型户外广告

2120

余起。

超出天际线、 超过门面招

牌高度的广告牌拆除工作较为

复杂，涉及多种类型，高空拆除

难度大，是治理的重点、难点。

为此， 市城管局将违规户外广

告（ 招牌）按照民生公益类、楼

宇名称类、 纯商业类进行分类

施策整治， 对超出天际线的户

外广告， 纯商业类的一律予以

拆除， 并联合街道社区提前做

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确保

整治工作不发生一起纠纷矛

盾； 对由规委会审批同意的楼

宇名称或是医院、学校、便民行

政服务中心等公益服务类的户

外广告， 可降至楼面的设置到

楼面上， 楼面空间确实没有合

适位置设置的，登记在册，进行

统一的设计提升改造。 截至目

前，主城区排查出的

58

块超过

门面招牌高度的户外招牌已全

部整改至标准高度 ，

161

块超

出天际线的户外广告已拆除

109

块， 其余由规委会审批同

意或公益服务类的户外广告也

已基本整改到位。

在做好集中整治工作的同

时， 相关部门还聘请了专业的

设计团队、施工队伍，对主要街

区的店招门楣、 主要节点的户

外广告进行规划设计、设置，并

组织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学

习，提升标准意识和美学意识；

落实执行长效管理机制， 确保

市、 区城管部门切实履行好户

外广告前期审批和后期的监管

职责，及时发现、整治未批乱设

或未按照审批内容设置的户外

广告，从严执法管控到位。

铅山讯 在推进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过程中， 铅山县青溪

服务中心坚持深入群众， 倾听

群众心声， 根据群众呼声办好

民生实事，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据了解， 青溪服务中心开

展了 “ 走农户 、 连民心 ” 活

动 。 中心班子成员 、 村 “ 两

委” 负责人等党员干部每周至

少

1

次到工作推进缓慢、 群众

诉求较多的地方和领域了解情

况， 每次至少走访

3

户村民。

党员干部白天在田间地头和群

众一起边干农活边聊天， 晚上

在农家小院和群众一起点着灯

火谈生活， 了解群众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和今年庄稼的收成情

况以及子女的学习 、 工作情

况。 要是赶上群众在晒场上收

稻谷， 党员干部就一起帮忙搬

运 ； 发现群众家中的灯不亮

了 ， 党员干部就一起进行维

修； 在场人员都解决不了的事

情， 党员干部就帮忙联系相关

单位和部门。 截至目前， 该中

心共走访群众

73

户， 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

91

条。

青溪服务中心始终把为民

服务解难题作为主题教育的最

终落脚点。 在走访钟家村时，

得知该村的桥已经开裂， 青溪

服务中心立即派人进行现场勘

查、 申报、 设计、 施工等； 获

悉水经常是黄色的， 党委政府

立即组织人员与水厂联系， 查

明原因， 制定整改方案， 对水

厂进行升级改造， 将清澈卫生

的自来水输送到了千家万户。

银村村部分党员带头出钱、 出

工， 修建几代村民想修而没有

修成的入村公路。 孔家村支部

书记在走访的过程中， 发现独

居老人杨舟脸色不对， 立即联

系医生前来诊疗； 部分党员筹

集资金， 带头成立了葛种植合

作社， 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 清理沟

渠、 修理路灯……为孔家村打

造美好生活环境

树立了党员的良

好形象。

（ 徐鸿立）

近日， 一张人贩子 “梅姨” 的新

彩色画像在网络上刷屏， 引发广泛关

注。 正当网民接力转发照片试图找到

人贩子下落时，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

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广东增城被拐

9

名

儿童案件嫌疑人 “梅姨” 的第二张画

像非官方公布信息， 梅姨是否存在，

长像如何， 暂无其他证据印证。

公布嫌疑人画像可以向群众征集

更多的线索 ， 同时也会对犯罪嫌疑

人起到震慑作用 。 对于被害人及其

家庭来说 ， 获得线索 、 尽快破案意

味着能尽早找到被拐卖儿童 ， 让破

碎的家庭早日破镜重圆 。 然而 ， 未

经公安机关授权 ， 擅自发布 、 转发

“嫌疑人” 照片， 对案件侦破本身也

许不仅无益处 ， 甚至会造成干扰 ，

还可能会对无辜者造成误伤 。 从这

个角度来说 ， 警方的辟谣声明来得

非常及时。

同时也要看到， 尽管这是一个乌

龙 ， 但是乌龙背后人们对恶行的痛

恨， 对正义的企盼却是非常真实的。

非 官 方 “梅 姨 像 ” 刷 屏 ， 实 际 上

“刷” 出的是全社会打击犯罪、 维护

正义的价值共识和诉求， “刷” 出的

是打拐反拐的社会凝聚力。 这也是这

些年无数人千方百计也要寻找 “梅

姨” 的原因。

全民打拐绝不会因 “梅姨” 乌龙

而偃旗息鼓。 近年来， 我国打拐力度

持续加大、 法律日益健全、 技术手段

不断升级 ， 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的加

入 ， 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取得明显成

效， 让越来越多丢失孩子的家庭重燃

希望。 然而， 我们知道， 打拐工作任

重道远。 就在此刻， 仍有不少被拐儿

童尚未被找回， 仍有人贩子正将罪恶

的魔爪伸向更多的受害者， 那个被全

民通缉的 “梅姨” 依然逍遥法外。

孩子是家长的宝贝， 是家庭的未

来 。 一个孩子的被拐 ， 一个家庭的

“天” 也塌了。 加大对人贩子的打击

力度， 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们期

待真正的 “梅姨” 早日落网， 也期待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让 “天下无

拐” 成为美好现实。

（ 黄磊）

玉山讯 玉山县坚持“ 人才是第一资

源”发展战略，多措并举畅通高端人才引

进渠道， 让在外人才带着情怀回馈家乡，

为家乡发展献智献策。

该县充分发挥在外流动党员党组织和

商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探索“ 党建

+

人才”模

式，先后成立了京津冀、广东省、上海市

3

个

玉山籍博士服务中心，吸纳辐射各行各业院

士、博士

360

余人。 其中，上海博士服务中心

连续两年组织在沪医学博士开展大型“ 回乡

义诊”活动，真正做到“ 筑巢引凤”，聚贤引智，

让博士服务中心成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 人才库”“ 智囊团”“ 公关组”。 每年“ 七

一”期间，该县还举办“ 博士之家”授牌活动，

组织党政主要负责人进村入户，分批分次为

博士在玉山的亲属家庭颁发“ 博士之家”荣

誉牌，充分营造尊才爱才氛围。 同时，该县做

好人才“ 对流”工作，组建了“ 博士服务团”“ 博

士义工队”，扎实开展“ 博士家乡行”“ 博士讲

坛”等活动，目前，接待考察

31

次，洽谈合作

重点项目

14

个，开办“ 博士讲坛”

12

期，对接

引进中高层次人才

40

余人。 （ 姜倩）

玉山创新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

鄱阳查处一起非法捕鱼行为

鄱阳讯 擅自安装、 使用电网电鱼会

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

11

月

15

日

10

时许，鄱阳县珠湖派出所民警

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有人在鄱阳湖车门村

水域使用电网电鱼，立即将使用电网电鱼

的叶某当场抓获，收缴其捕鱼工具并对其

处以行政罚款，这是该派出所本月查处的

第二起非法捕鱼行为。

珠湖渔业资源得天独厚，经常有人安

装、使用电网电鱼。对此，该所对辖区内水

域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加强日常巡

逻，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打击非

法捕鱼行为。

（ 李帆）

11

月

17

日， 在鄱阳县饶城街道山水天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社区诊所里，几位老大娘正在做血压检测。 据了解，这是该社区为方

便辖区

300

余位

60

岁以上老人就医专门开设的一家诊所，聘请了

7

名

医务人员轮流值班，保证每天都有医生坐诊。 社区医院的开设，不仅方

便了老人和子女，同时也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广大社区

居民的欢迎。 卓忠伟 巫永春 摄影报道

省禁毒委督导检查组来饶检查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

11

月

18

日至

20

日 ， 省妇联

副主席吴艳玲率领省禁毒委督

导检查组来饶检查， 并召开禁

毒工作座谈会。 副市长、 市禁

毒委常务副主任、 公安局长邱

木兴作工作汇报。

检查组一行表示， 上饶禁

毒工作 “ 高 ” “ 大 ” “ 新 ”

“ 显 ”， 市委 、 市政府高位推

动， 打击力度大， 禁毒工作思

路创新， 成效明显， 各项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 当前， 全省禁

毒形势依然严峻， 上饶要提高

政治站位， 扛起禁毒责任； 要

强化打击力度， 形成零容忍意

识； 要汇聚各方力量， 形成强

大合力。

会前， 检查组一行分别深

入我市鄱阳县、 婺源县、 信州

区、广信区进行实地督导检查。

会上， 观看了我市创建禁毒示

范城市汇报视频片； 市委政法

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 市妇联等市禁毒委成员

单位分别作了汇报发言。

我 市 联 合 开 展 住 房 租 赁

中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近

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市

住建局联合市发改委、公安局、

市管局、银保监局、网信办共同

开展了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

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 本次专项整治的对

象是全市从事住房租赁居间业

务和托管业务的房地产中介机

构和从事住房租赁营业业务的

住房租赁企业。旨在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租赁中介行为，坚决查处

和取缔一批“ 黑中介”，规范房地

产市场秩序，提高租赁中介服务

水平，提升租赁中介从业人员职

业操守，促进房地产租赁中介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

到

12

月底，县（ 市、区）住建局

将建立联合查处机制， 成立联

合行动检查组、 建立投诉举报

制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住

房租赁中介行为按照整治内容

进行全面专项检查和专项整

治，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

曝光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