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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各级政法机关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发扬斗争精神，着力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

化改革，提高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指出，

2019

年，政法战线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了新成

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创造了良好环境。

2020

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要把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 继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着力提高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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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邂逅旅游，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近年来，横

峰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旅联姻的“ 爱情”故事

在该县乡村田园火爆上演。几乎每个乡村都巧妙依托

资源禀赋，将农业与旅游完美地融合呈现，实现了旅

游增色、农民增收。

村落变花园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记者行走在横峰县港边乡善

塘村，只见这里房屋错落、果木葱郁。 步履所及，乡村振

兴的秀美画卷诗意般舒展。这里保存了乡村景色的原生

态，不论春夏秋冬，这个村庄的一户一景都尽情展现，让

人流连忘返。“ 春天的善塘村， 成千上万棵果树陆续开

花，桃花、梨花姹紫嫣红，不少市民游客都会前来登高望

远、踏青寻芳，善塘村也早就成了远近闻名的‘ 花园式’

村庄。 进入

12

月严寒冬季，善塘村又是不同的风景，虽

然花都落了，但是村里的人气依然不错，每逢周末仍有

很多游客来村里，爬爬山，尝尝农家乐，看看古村落的风

貌。 ”善塘村村支书杨金彬告诉记者，每年

11

月底开始，

村里的

5000

亩红薯就陆续进入丰收季， 村里会组织村

民有秩序地挖地里的红薯。

12

月份起，游客一拨又一拨

前来品尝绿色无污染的烤红薯， 最高峰一天竟然达到

600

余人，这也是善塘村人气最旺的一个季节。

说起红薯的创收与环境的改变， 杨金彬娓娓道

来。之前，村里通往村外的道路狭窄，仅仅容得下一辆

板车通过，机动车辆根本无法正常行驶，且路面坑坑

洼洼。由于交通闭塞，村民种养的农作物尽管大丰收，

却不能对外销售，只好由村民自我消化。 更让人痛心

的是， 一些村民将消化不了的红薯直接堆放在户外，

造成红薯腐烂污染河水。

面对乡村普遍存在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 农民收入总体不高、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016

年夏季，该村通过开展

“ 秀美乡村、幸福家园”创建活动，将秀美乡村建设与

脱贫攻坚、民生事业、产业发展、全域旅游、精神文明

建设紧密结合、系统推进，走出一条“ 创建与脱贫”共

融、“ 里子和面子”并重的产村融合发展之路。 村里决

定将原先那些搭在路边的厕所、猪圈、破旧房子等一

律予以有规划的拆除，还建立了污水处理厂。现如今，

一条宽敞的柏油道路生态观光长廊贯穿村庄南北；村

庄的另一侧桑园地里，鸡鸭闲步，犬吠声声，尽显“ 小

桥、流水、人家”乡村美景……

路面宽敞了，环境变好了，外边的车辆也能自由

出入了。 村里这

5000

亩红薯还在地里就基本上被游

客“ 哄抢”光了。 据初步估算，平均每亩红薯产量

1700

斤、每斤

2

元，这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另外，部分村

民还将红薯制作成红薯粉， 保守数字估算， 村里有

200

万斤红薯粉，每斤单价大概

3.5

元，最高峰还可以

达到

10

元一斤。 还有的村民会挑选出部分红薯，供游

客开展烤红薯等农家乐体验活动。

农舍变客栈

当下，在民宿中追寻渐行渐远的乡愁正成为一种

新的旅游时尚，而这一业态也正在横峰县龙门畈乡钱

家村日渐兴起。“ 不少游客在赏荷花、 采摘葡萄的同

时，更愿意选择体验乡村民宿。 ”钱家村村支书钱少华

告诉记者，“ 很多城里人在工作之余，喜欢在村子里感

受放空的惬意。 ”在钱少华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一处院

落，推开精致的木质门，石砌院墙、茅草屋顶、老树新

枝，浓郁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 院内还有两间带有时

代印记的老屋，推开屋门，展现在面前的却是对比性

极强的场景，房间内铺着带有纹路的木地板，古色古

香的家具上摆放着精致的工艺品，“ 我们现在正在对

村里近

20

所老房子进行改造， 在保留老屋传统元素

的同时注入更加丰富的内涵，一房一文化，一院一特

点。 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我非常有信心。 ”钱少华说。

不同于其他民宿， 由于钱家村地理位置优越，凸

显了钱家村民宿“ 不食人间烟火”的独特气质。“ 我们

在建设过程中，（下转第四版）

以 农 促 旅 以 旅 强 农

横峰火爆上演农旅“联姻”故事

第一采访组 蔡晓军 王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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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

道： 为保障春节期间全市临床用血正

常供应， 市中心血站加大血液采集力

度， 近日开展了

3

场大型无偿献血活

动，有

2000

余人参与献血，采集血液

74

万毫升。

1

月

16

日 ， 广丰区医院一楼大

厅的采血现场有大量无偿献血者在有

条不紊进行各项献血前的准备， 门外

3

辆采血车内人来人往。 “ 春节前后

天气寒冷， 加之节日长假， 街头献血

量减少， 而春节前夕又是医疗临床用

血高峰。 此外， 过年期间市民经常是

大鱼大肉， 吃得比较油腻， 导致很多

人节后献血血液不合格， 所以春节前

的这段时间血站需要储备充足的血

液。”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副科长

刘井会告诉记者。 进入

1

月份以后，

市中心血站分别在万年、 玉山、 广丰

等地开展了大型献血活动， 同时联系

了市、 县直机关单位， 动员单位工作

人员积极献血。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汤

仁礼表示， 就目前情况而言， 基本可

满足春节期间的用血需求。 成分血方

面 ， 血站建立了成分献血者应急队

伍， 年前会集中进行血小板采集。

据悉 ， 过年期间饶城献血屋不

放假 ， 市民可携带身份证参加无偿

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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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1

月

17

日下午， 省十三届

人大四次会议上饶市代表团分组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及

关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史文清，市领导马承祖、陈云、汪东进、陶亮、祝

美清，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武，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严

宏，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邵小亭参加。

马承祖说，这四个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逻辑严密、

文风朴实，总结工作实事求是，查找问题客观实在，确立目标

切实可行，部署工作全面具体，实现了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

相统一，都是讲政治、聚民心、办实事的好报告，我完全赞成、

坚决拥护。

马承祖表示，一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思想引领有实效，真正做到了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思

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立法保障有提升，立足江西改革发展的

实践需要，制定、修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务实、管用；监督工

作有质量，紧扣全省发展大局，回应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积极

开展监督工作；代表工作有活力，形式更加活泼，机制更加创

新，更好地发挥了代表作用。

马承祖表示，“ 法检” 两院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在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惩处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等

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情怀，促

进了公平正义，顺应了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

期待、新要求，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环境。

马承祖表示，近年来，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绩可圈可

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 以奖代补”正向激励机制等

制度创新走在了全国前列。建议省里在省内河长制、湖长制及

目标管理考核等考核评价时，统一整个鄱阳湖的考核标准。

陈云说，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紧扣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大职能定位，站位高、落点实，体现

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一

个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体现法治精神、 饱含为民情怀的好报

告，我完全赞同。

陈云表示，过去的一年，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政治方向把

得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

治能力，干出政治特色，体现政治担当，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树

牢“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依法

履职做得实，紧扣事关江西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领域、人民群

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切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为基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代

表工作搞得活，有效激发了代表履职的热情和激情，有效提高

了代表的履职实效，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汪东进说，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安

排工作切实可行，具体表现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强化

思想引领、提升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服

务大局的意识；始终坚持依法履职，各项工作都按照宪法和法

律规定有序开展，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增强；始终坚持发挥代

表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始

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不断增强。

汪东进表示，“ 法检”两院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全面到位，

工作安排重点突出。过去的一年，“ 法检”两院在工作中坚持服

务大局，坚持为民司法，坚持改革提升，坚持素质提升，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赞同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 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

审议中，代表们还酝酿了候选人名单，推选了监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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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子健

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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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天气寒冷，冬雨连绵，但人潮涌动

的上饶高铁站却充满了融融暖意。上午

9

时许，出

站口人潮涌动， 不少返乡农民工刚一走出验票闸

门，就收获了一份新年大礼包。

“ 师傅，您是哪里人？”市总工会干部王太和上

前询问一名男青年。“ 老家在广信区石人乡。 ”“ 在

哪里做事？”“ 在宁波做技术工人。”“ 在外面打拼很

辛苦的，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多和工会组织

联系一下。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越过越红火！ ”

王太和一边说着暖心话， 一边为男青年围上红色

的围巾，再将一份装有雪饼、泡面等食品的新年大

礼包送给他。“ 真是太感谢您了！”这名男青年名叫

董昌安，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 这样一份特殊的新

年礼物令人惊喜又感动。 ”

当日，市总工会在上饶高铁站设置了返乡农民

工免费服务站，现场安排法律援助律师团队、劳动

关系协调团队、健康工程师团队和工会志愿服务队

为返乡务工人员提供热水、食品、充电、测量血压、社

保咨询、法律咨询、法制宣传、心理疏导等贴心服务。

“ 我的年货箱破了，能不能给我一个袋子？”铅

山返乡农民工汪叶波问。“ 好的。”工会志愿者周金

美立即将一个红色的手提布袋递给了他。“ 您的箱

子破了，就算套上袋子，东西还是容易掉出来的。”

随后，周金美又拿出胶带，将汪师傅破损的年货箱

封好。“ 回家的路真是一年比一年温馨！”汪叶波感

动地说。周金美告诉记者，市总工会已连续

3

年开

展服务农民工春节返乡活动。

“ 您要去铅山吗？”汪叶波刚要起身离开，市总

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祝丽萍立马拿出手机查询

客车班次。“ 家里有人开车来接的。 ”“ 看到‘ 出租

车、三清山定制专线’这个引导牌了吗？ 往那个方

向走， 有一个临时停车场， 让你的家人开到那接

你，这样就不会违停了。 ”“ 好的，谢谢！ ”

据了解， 春运期间，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围绕

“ 关爱农民工、工会在行动”主题，在高铁站、火车

站、长途汽车站、加油站、春运执勤点、长途摩托车

服务点等地， 广泛开展帮助务工人员平安返乡行

动。“ 工会是职工的‘ 娘家人’，春节返乡农民工更

是工会关注的焦点。我市各级工会组织出实招、想

新招，不仅为返乡农民工免费提供热水、食品，还

向他们普及依法维权知识， 为农民工顺利返乡送

上‘ 娘家人’的温暖。 ”祝丽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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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河中巷位于

信州区西市街道， 连接市区庆丰路和解

放路，是市中心城区的一条老巷子，居住

着上千居民。

从前， 河中巷道路坑坑洼洼、 凹凸

不平， 下雨天经常积水， 行人过往非常

不便； 住宅外墙不仅破旧， 更是电线遍

布， 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楼道内时常堆

积各类垃圾 ， “ 牛皮癣 ” 更是层出不

穷， 环境脏乱差。

自双创工作开展以来，小区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 信州区西市街道河中巷社区

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巷子，重点对巷子里的

垃圾死角、“ 牛皮癣”乱象开展了为期半年

多的提升改造。 在确保巷子干净畅通后，

多部门还对巷子的外观进行了统一的“ 美

白”修整。 如今的河中巷道路平

整，楼道干净整洁，统一的白色

外墙更是让过路居民赏心悦目，

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 百姓的

生活更舒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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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西莱博尔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工人正加紧生产产品，准备发往

国内外市场。 横峰县实施“横商回归”政策，“腾笼换鸟”引进一批项目，还解

决了当地群众就业问题。 晏华 摄

老巷子焕发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