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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脏话

不随地吐痰

咳嗽、打喷嚏时要遮挡

公共场所不喧哗、不噪音扰民

公共场合不穿拖鞋和睡衣

垃圾分类不乱扔，看到垃圾“弯弯腰”

不高空抛物

楼道里不乱堆杂物

公共座椅不躺卧

爱护环境，不破坏花草树木

不乱贴乱画、乱搭乱建

少用塑料袋、购物自备环保袋

诚信经营，不乱摆摊设点

文明用餐，不剩菜、不剩饭

文明交通，不闯红灯

车辆不乱停乱放

有序排队不插队

助人为乐，邻里遇事搭把手

遛狗要牵绳、宠物粪便不留地

约定时间不迟到、答应的事要做到

上饶市民文明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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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勇）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年。 继

本月上旬赴赣州市赣县、兴国、宁都、于都、石城调研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后，

11

月

23

日， 省委书记刘奇又采取

不打招呼、轻车简从的暗访形式，来到鄱阳、余干等滨湖

地区暗访脱贫攻坚工作。

鄱阳县是我省人口大县、贫困人口大县，是全省脱

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车下德昌高速，在鄱阳县的一条

条县乡道路上行驶，刘奇一路仔细察看乡村环境。 看到

路旁一幢房子挂有村委会的牌子，他停车走了进去。 这

里是鄱阳县古县渡镇南坂村村委会。 扶贫工作室内，县

扶贫工作队、镇村干部们正在商量着事情，见到刘奇书

记走了进来，他们感到意外又惊喜。 刘奇与大家一一握

手，致以慰问。 他说，广大基层干部忘我的努力与付出，

是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不竭动力和重要保证，你

们辛苦了！

“ 村里还有多少贫困户？ 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脱贫？

已脱贫农户怎么做到不返贫？ 产业的支撑在哪里？ 村集

体经济如何……”刘奇坐下来详细了解情况，见到扶贫

工作队和镇村干部回答条理清晰、数据翔实、如数家珍，

他很欣慰。刘奇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体现了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这代人有幸参与到这项伟大的

事业当中，能够为这项伟大事业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是

无上的荣光，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要带着感情、强化担

当，尽心尽力地把工作做细、把效果做实，确保高质量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随后，刘奇又来到古县渡镇星塘村。 村委会办公室

里，镇村干部正在值班。刘奇向大家一一致意，他径直走

进扶贫工作站，查看有关资料，询问脱贫攻坚情况。“ 合力

帮扶机制建立了没有？ 群众参与热情高不高……”刘奇与

基层干部交流，他说，要把群众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让他

们在参与中树立主人翁意识，增强责任感，倍加珍惜脱贫

成果。村委会办公室旁边是村卫生室，刘奇走了进去，看到

就诊环境、药品摆放等还有许多改进空间，他一一指了出

来。 刘奇说，平台搭起来了，硬件完善起来了，若是管理和

服务跟不上，不但我们工作的初衷实现不了，付出的努力

大打折扣，还会让群众有意见。 做工作一定要长效、有效，

做一件成一件，做一桩群众满意一桩。

余干县也是滨湖大县，去年刚刚脱贫摘帽。 刘奇根

据手机导航，穿乡过村，来到余干县东塘乡东塘村村委

会。二楼的办公室里，也有镇村干部在值班。刘奇向大家

道一声辛苦。“ 脱贫之后如何确保不返贫？如何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刘奇结合一路过来看到的情况与镇村干

部交流，询问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他说，产业是基础、是

关键，无论脱贫前还是脱贫后，产业发展要始终牢牢抓

在手里，持之以恒推进。 环境美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

活的重要内容， 它检验的是一个地方管理者的能力、生

活者的素质。 乡村环境建设，不是贪大求洋，不是搞面子

工程、形象工程，而是要按照“ 四精”的要求，因地制宜、

量力为出，把乡村环境打造得更加整洁、更加和谐。 路是

路、院是院，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村里村外井然有序。 要

把群众动员起来，一起动手搞卫生，养成更好的生活习

惯，齐心协力让家园更美丽。

（原载于

11

月

24

日《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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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11

月

24

日，

2019

第

四届中国婺源国际马拉松赛在婺源县举行。 市委书

记马承祖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体育局局长晏

驹腾、省卫健委主任丁晓群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丁晓胜致辞，副市长郑少薇出席。

丁晓胜在致辞中说，上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交通便捷，是一座四通八达的高铁城市，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旅游城市，也是一座极具发展潜力和后劲

的新兴城市。 近年来，依托上饶旅游的发展优势，我

市举办了一系列高规格、高水平、高档次的赛事，把

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旅游文化相融合，极大地放大

了“ 旅游

+

体育”的融合效应，而婺源国际马拉松赛

正是其中的代表赛事，参赛人数不断增加，赛事影

响不断扩大，日益成为一张耀眼的名片。

丁晓胜表示，希望广大运动健儿在婺源的“ 最

美马拉松赛道 ”上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用双脚丈

量中国最美乡村的魅力， 用真心感受上饶和婺源

人民的纯朴热情， 用奔跑和速度展示大美上饶和

美丽婺源的开放与活力， 用力量和激情演绎无限

精彩。

开幕式上，马承祖、晏驹腾、丁晓群、丁晓胜、郑

少薇等为第四届中国婺源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跑。

据了解，本届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江西省体

育局、上饶市人民政府主办，分全程马拉松、半程马

拉松和迷你马拉松，共有

22000

余名选手参加。 其

中，有来自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意大利 、美国 、日

本、瑞典、墨西哥、英国、德国、韩国等

10

个国家的

39

名外籍运动员参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肯尼亚选手罗罗得夺得“ 婺

马”男子全马第一名，肯尼亚选手南西夺得“ 婺马”

女子全马第一名；肯尼亚选手维利夺得“ 婺马”男子

半马第一名，埃塞俄比亚选手得金夺得“ 婺马”女子

半马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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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举办体育赛事为抓手，走‘ 旅

游

+

体育’发展之路，让婺源全域旅

游绽放生机活力。”近年来，婺源高度

重视体育、健身事业发展，奋力建设

全民健身之乡、体育旅游胜地，每年

在婺源举办的海内外赛事达

40

余

项，获评“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其中，“ 婺马”已成为全国唯一县级举

办的中国田径金牌赛事。

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

8

月，

2019

年“ 中国体育彩

票杯”江西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婺

源闭幕；全省青少年足球培训基地落

户江湾镇 ，

1100

余名运动员和裁判

员为婺源旅游增添了人气，掀起了新

一轮“ 体育热”。

体育赛事为婺源乡村振兴注入

了坚实的“ 体育力量”。 今年以来，上

饶市首届农民趣味运动会和全省暑

期青少年乒乓球集训先后在该县珍

珠山乡举行。“ 作为首批国家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 我们实施‘ 体育

+

’战

略，通过举办和承办各类赛事，引导

百姓发展民宿、销售土特产品，使体

育成为乡村振兴的‘ 助推器’。 ”该乡

党委书记陈鹏介绍说。 在珍珠山乡，

体育已经成为普惠性民生工程，极大

地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引领百姓吃

上了“ 体育饭”。

近年来， 婺源先后投入

5

亿多

元，建设了能容纳

2

万人的体育中心

和多个健康主题公园，全县有各类体

育健身场所

200

多处、古驿道

300

多

公里，先后举办了全国古驿道徒步大

赛、婺源国际马拉松赛、环秀水湖国

际越野赛等海内外重大体育赛事

100

多次 ， 吸引近

200

万人次来婺

源，创造综合经济效益近

12

亿元。

体育赛事助推旅游扶贫

“ 自从发展体育运动后，常年都

有外地朋友来婺源参赛。 我家的茶

叶、笋干、香菇等土特产也卖出了好

价钱，年收入增加了三成以上。”谈起

“ 体育扶贫”，秋口镇农民江文仙感触

颇深。

婺源通过举办

各类体育赛事 ，带

来了人气、 带旺了

财气。

(

下转第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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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徐佳一报道： 我市聚

焦“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把问题导向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建立健全“ 五个一”机制，推动“

8+6+1+6

”整治整改

工作取得实效。

建立“ 一类一台账”。 我市按照“ 一类一类梳理，一项

一项建档”的方法，针对“ 两个梳理”、中央部署的

8

个专

项整治、省委部署的

6

个专项整改、本行业本系统长期

困扰的突出问题集中整改、

6

项重点工作突出问题整改

等

5

大类内容，分门别类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单位，规定

进度安排。

实行“ 一周一调度”。 我市建立常态化的调度机制，

利用工作群，每周对各地各单位落实“

8+6+1+6

”整治整

改工作情况调度一次， 对市委派出的

15

个指导组开展

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汇总，实时掌握整改进展情况。目前，

在

5

大类

1390

项整改任务中，已完成整改

627

项，正在

推进整改

763

项。

坚持“ 一期一公开”。 我市积极运用媒体整体通报整

改情况，通过建立媒体公开的“ 阳光整改”机制，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增强群众参与主题教育评

估的主动性和话语权，让群众当好主题教育的“ 督导员”

和“ 阅卷人”，切实把主题教育办成群众满意工程。

破解“ 一行一难题”。 加大制度约束，结合正在开展

的一体推进“ 三不”工作，我市制定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全市工程建设及政府采购领域监督管理的

决定》《 市直机关实施公务员奖励办法（ 试行）》 。同时，各

地各单位聚焦本行业本系统长期困扰的突出问题，坚持

小切口、实措施、准发力，加大整改落实力度，着力解决

一批“ 老大难”问题，目前全市各行业系统已整改问题

26

个，正在整改

61

个。

推进“ 一事一专责”。 我市对省委部署的

6

项重点工

作突出问题推行“ 清单化、项目化、责任化”管理，制定专

门方案，实行专责推进。

9

月份以来，全市降低企业成本

14.3

亿元， 依申请事项办件量为

215.3

万件、“ 最多跑一

次”办件量达

164.2

万件，新增学位数

7993

个，完成新建

公厕

92

座、改建公厕

70

座、农户改厕

1.8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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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德兴市坚持以建设健康

德兴为导向，不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城乡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该市着力实施城乡居民医疗保

障均等化工程，让群众看得起病。 通

过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 三张网”，统一了城镇

居民和农民的缴费标准、 报销比例，

降低了报销起付线，并且每年逐步提

高报销比例和报销最高限额，切实减

轻了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该市还实行

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细化管理，健

全完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提高重点

人群管理率。

该市不断健全市、乡、村三级卫生

网络，让群众看得上病。 目前，市级医

疗机构全部达到二级甲等水平

,

乡乡

有卫生院

,

每个街道都有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

,

每个行政村都有统一建设的

标准化卫生室，三级卫生基础网络基

本健全。深入推进“ 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制度，成立以德兴市人民医院为核心

的医联体和以中

医院为核心的中

医医联体。 依托

县级公立医院技

术人才优势， 开展团队签约工作，建

立签约医生微信群，实现市、乡、村三

级医生联动。全面推行社区全科医生

家庭签约服务，签约居民可享受多项

免费服务项目。 截至目前，德兴市实

际组建签约团队

97

个， 普通人群签

约

98355

人、签约率达

42.07%

，重点

人 群 签 约

48113

人 、 签 约 率 达

73.3%

，建档立卡贫困户、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签约实现全覆盖。

该市筑牢五道“ 医疗保障线”，让

贫困群众看得好病。 德兴市针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所有成员住院就诊设

立健康扶贫“ 五道医疗保障线”：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补充保险、

民政大病救助、健康工程，覆盖全市

3355

户、

9827

人。 此外，建档立卡贫

困患者在市域内定点公立医院门诊

就诊，可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该市

市、乡两级定点公立医院设置“ 扶贫病

房”和“ 扶贫病床”，优先安排贫困患者

就诊；对贫困患者住院治疗实施“ 先诊

疗、后付费”，并执行“ 一站式结算”，切

实防止农村贫困人口“ 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发生。 （ 王进保）

刘奇在鄱阳余干暗访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把 工 作 做 细 把 效 果 做 实

高质量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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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11

月

22

日，

2019

年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出炉，有

3

名上饶

籍教授跻身两院院士。 截至目前，上饶籍两院院士共

有

12

名。

据悉，

2019

年中国科学院共增选

64

名中国科学

院院士和

20

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

中国工程院共

增选

75

位院士和

29

位外籍院士。中南大学上饶籍教

授柴立元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院士，南昌大学上饶籍教授江风益当选中国科学院信

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北京大学上饶籍教授汤超当选中

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柴立元是上饶万年人，是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

院院长、 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

队及“ 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长期从事有色

治金环境工程领域的研究。 江风益是上饶余干人，长

期在南昌大学从事半导体发光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工作， 是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在硅基氮化镓半导体发光方向取得了开拓

性、系统性、创造性学术成就，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

研制成功高光效硅基氮化镓蓝光、 绿光和黄光

LED

材料与芯片，并实现了产业化。汤超是上饶弋阳人，多

年来致力于用物理学思想方法研究生物问题，探索生

命系统中的定量规律和设计原理。

又有 3 位上饶籍教授跻身两院院士

目 前 上 饶 籍 两 院 院 士 已 达 12 名

我 市 扎 实 推 进 整 治 整 改

把主题教育办成群众满意工程

������11

月

21

日，铅山

县英将乡汉阳小学科

技课堂上，学生正饶有

兴趣地观看机器人表

演。 近年来，铅山县青

少年活动中心在全县

各农村小学开展“送教

下乡”暨关爱留守儿童

圆梦活动， 把科技课、

手工课、陶艺课等课程

送到全县每一个农村

学校，激发农村学生对

科技知识的兴趣。

丁铭华 摄

整合三张“保障网” 筑牢五道“保障线”

德兴城乡群众共享健康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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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为乡村振兴注入“体育力量”

本报记者 陈绍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