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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讯 “ 乡机关食堂建

立用餐人员合理预估制度，改

进供餐方式，干部职工全部分

餐，客餐提供‘ 小份菜’……”

这是玉山县南山乡纪委联合

党政办等部门发起的“ 厉行节

约、禁止舌尖上浪费”光盘行

动的一个缩影。

该乡纪委围绕“ 爱惜粮

食、健康饮食、取餐有度、文明

就餐、传承美德”五个方面，不

断创新监督方式，凝聚监督合

力 ，通过微信群、公众平台转

载厉行节约相关信息、 通报等

方式， 引导督促全乡党员干部

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与

此同时，组织乡村党员干部、站

所职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

指示精神， 要求党员干部率先

垂范，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特

别是餐饮浪费上走在前、 做表

率，做到“ 三个带头”：带头在单

位落实餐饮节约的各项措施，

积极投身节约型机关创建，把

节约理念贯穿食堂就餐、 公务

活动用餐等各个方面， 减少粮

食浪费； 带头在家庭传承勤俭

节约的传统美德， 树立良好的

家教家风， 自觉养成艰苦朴素

习惯； 带头在社交活动中倡导

健康文明节俭的餐饮消费方

式，在外就餐、聚餐做到科学点

餐，理性消费、文明用餐。自觉

抵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

坚持破除讲排场、 比阔气、搞

攀比的陋习，切实防止“ 舌尖

上的浪费”。 （ 陈新平）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

道：近日，记者从市扫黑办获

悉，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对占某富等

27

人组织、领

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案一审公开宣判。 主犯占

某富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余

26

名被告人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至二

十年不等的刑罚， 并追缴违

法所得。

经审理查明 ，

2008

年以

来， 以占某富为首形成了一

个人数众多、 骨干成员固定、

组织结构稳定、 层级清晰、纪

律严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占

某富带领组织成员，利用组织

的强势地位和影响，在上饶市

周边通过开设赌场、高利放贷

等方式，攫取经济利益。 该组

织共涉及故意杀人、 故意伤

害、聚众斗殴、开设赌场、非法

持有枪支等

12

项罪名， 涉及

刑事案件

26

起、违法事件

12

起，致

1

人死亡、

1

人重伤、

10

人轻伤、

2

人轻微伤， 严重破

坏了社会管理秩序、扰乱了社

会治安环境。特别是该组织为

逞强称霸、以暴树威、争夺势

力范围，占某富于

2015

年

11

月组织成员在上饶市城区某

夜宵摊， 公然持枪对他人进

行射杀， 致

1

人死亡、

1

人重

伤、

2

人轻伤，影响恶劣。

信州区占某富等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算 清 “ 经 济 账 ” ， 打 好 “ 改 革 牌 ”

信 江 时 评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 “顶梁

柱 ”。 企业国有资产规模庞大 、种类繁多 ，守护好

发展好这份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 ，既要全面摸清

底数 ，算清 “经济账 ”，也要聚焦问题挑战 ，打好

“改革牌 ”。

算清“经济账”，才能为提高监督实效、确保国资

安全提供扎实的决策依据。 不含金融企业在内，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233.9

万亿元、资

产负债率

64.0%

……

15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有关专项报告亮出

了企业国有资产“家底”，勾勒出我国国有企业稳健

运行、不断壮大的良好态势。

按照党中央部署，自

2018

年起，国务院每年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这份最新

的“账目”既有总体资产负债的数据以及分层级、分

行业、分监管主体的情况，更详细报告了国资国企改

革的进展与下一步打算。 相信随着今后相关制度建

设和监督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健全，亮家底、亮实底成

为常态，一份份国资管理“明白账”将促使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打好“改革牌”，才能为国企乘风破浪、攻坚克难

持续注入澎湃动力。 近年来，国资国企重点领域与关

键环节改革进展不断： 深入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重

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快优化布局结构；积极稳妥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 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

产监管体制，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然而，一方面当前国资监管仍存在越位、缺位、

错位现象，国企改革推进还不平衡；另一方面，全球

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企业

发展面临一系列新困难、新挑战。 国有企业必须坚持

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为契机，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不断涉深水

区、啃硬骨头，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提供强大支撑。

（王希 刘红霞）

处处是文明风景，人人是上饶形象，个个是创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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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讯 国庆期间， 玉山

县双明镇便民服务中心有效

开展延时错时便民服务，这使

得利用假期回家办事的群众

兴奋不已，纷纷点赞：“ 现在节

假日便民服务中心也有干部

值班，真是为我们办事打开了

方便之门！ ”

为切实解决群众“ 上班时

间没空办事、 下班时间没处

办事 ”的问题 ，近年来 ，双明

镇在镇便民服务中心实行延

时错时服务，专门安排社保、

医保、民政、卫健等与群众生

产 生 活 密切相关站所的干

部，在工作日

12:00

至

14:30

，

节假日

8:00

至

12:00

和

14:30

至

17:30

为群众提供服务，深

得民心。

实行延时错时服务之初，

该镇在各、村组张贴了推行延

时错时服务的公告，还利用政

务微讯广泛宣传，并鼓励大家

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消息，让

好政策家喻户晓。 此外，该镇

还修订了便民服务中心管理

制度，对各岗位实行“ 三定三

公”，即：定岗定人定责，公布

干部作风监督电话、公开工作

人员姓名、公示每月干部工作

考核打分情况，让便民利民政

策真正落到实处。 今年

1

至

9

月，该镇便民服务中心累计利

用延时错时服务群众

2000

多

人次 ， 为群众办事办证

500

余人次。 （ 余金华）

双明延时错时服务让群众好办事

1-9月为群众办事办证 500余人次

扛起防疫重任 助力复工复产

———记上饶经开区企业服务局局长陈颖

本报记者 徐芸

“ 大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绝不能掉以轻心！ ”

“ 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疫情刚一开

始，上饶经开区企业服务局局长陈颖即对企业防控工作

保持高度警觉，他认为企业开（ 复）工后的疫情防控将是

开发区最大的工作难点和风险点，在认真梳理企业问题

和诉求后，陈颖尽心尽责抓好疫情防控，倾心倾力促进企

业复工复产。

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作为上饶工业经济的主

战场， 上饶经开区内有

350

余家企业、

6

万余名产业工

人。正值春节假日，人员流动大，防控风险异常严峻。拥有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抗击“ 非典”工作经历的陈颖清醒地

意识到即将迎来的是一场硬战。

1

月

22

日，参加经开区

第一次指挥部工作部署会议后，陈颖立马组织服务局全

体员工开展对全区企业涉鄂用工、员工总数、放假和复工

时间计划、企业留守人员等基本情况的摸排调查。

8

个人

两天时间就完成了

6

万名产业工人的精准摸排，摸排出

涉鄂人员

700

余人。

春节期间，区内仍有四家未停产企业。“ 生产线上有

多少职工？ ”“ 疫情防控有没有做到位？ ”……陈颖始终放

心不下。除夕当天，他还独自一人深入晶科和展宇两家光

伏龙头和骨干企业实地调查。“ 交通管制，原材料进不了，

产品出不去， 怎么办？” 晶科和展宇遇到生产困难， 经

过省、 市、 区领导批准， 给晶科、 展宇等

4

家在产企业

开辟了交通“ 绿色通道”。 但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随着物流货车的进出， 势必给企业封闭化生产管理及当

地疫情带来风险。 陈颖又立马着手， 为企业制定“ 生

产、 防控” 两不误的大批量物流货车入企监管方案， 并

日夜在现场协调衔接、 监督检查， 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

失。 “ 经开区的特殊服务， 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虽

然在疫情期间， 但我们的订单都满足了交货要求。” 晶

科能源物流副总监马文艳， 说到企业服务局提供的服务

频频点赞。

“ 乡里新代管铅山几个村子的菜农蔬菜滞销，如何是

好？”一天董团乡乡长余剑军打来电话，显得十分焦急。陈

颖立马想到那几天到晶科能源等公司走访时， 企业反映

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 在陈颖的推介联络下，蔬菜基地

和企业食堂实现了完美对接，“ 买菜难”和“ 卖菜难”的问

题顺利得到解决。

“ 企业复工复产，口罩等防控物资却买不到，怎么解

决？”不少企业发来诉求。 陈颖毫不犹豫地接过难题， 他

通过个人渠道为企业先后代购了

1.7

万只平价口罩， 动

员一家外地企业捐赠了

100

桶

84

消毒液， 竭尽全力为

企业分忧解难。 为做好全区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陈颖还

先后牵头组织制定了《 经开区企业开（ 复）工筹备方案》

《 企业疫情防控预案》《 企业开（ 复）工申请报告》和《 企业

开（ 复）工申请审批程序》 、《 企业入职员工花名册》等操作

性文件材料。

看到机器转起来，工人忙起来，陈颖有些欣慰。他说，

要继续当好“ 服务员”“ 护航员”“ 督导员”， 不仅让企业

“ 动”起来，还要让企业释放更大的产能。

新时代赣鄱先锋

广丰讯 近日， 笔者从广

丰区大石街道了解到， 该街

道新开发

1338.5

亩的旱地种

植的红高粱， 今年喜获大丰

收，平均亩产量

300

多公斤，

总产量达

41

万公斤。

大石街道地处广丰中心

城区南大门，辖区面积

23.94

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1.65

万

亩，

3.5

万人。 境内属典型的

丘陵山区地带。 该地丘陵坡

地非常适合种植油菜、 高粱

等农作物， 不仅省力省工省

成本，而且有不错的收益，一

般年亩产值在

2200

元左右。

因而当地村民都有千方百计

利用丘陵坡地和田埂种植红

高粱， 再将收获的红高粱用

于酿造高粱土烧的传统。

为挖掘耕地后备资源 ，

做好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 ，

多增耕地， 让村民得实惠增

收益， 该街道对辖内的未利

用地进行全面系统的摸底踏

勘， 对可以进行开发的地块

建立数据库， 有计划地上报

立项开发造地。

项目建设启动以后 ，大

石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都及

时深入到项目区， 检查督促

承建方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方

案规范施工，从道路建设、平

整地块、建排水沟，到运送耕

植土等，一一严格把关，切实

保证工程质量。 据悉，该街道

近年来先后报批立项的土地

开发项目共

26

个，涉及大塘

底、水阁、四公、抱坞亭、十字

弄等

5

个村， 实现新增耕地

1338.5

亩。 （ 刘根云 郑仁豪）

为活跃紧张严肃的军训生

活， 德兴一中组织千余名军训

学子徒步拉练， 来到田园综合

体———德兴香屯楼上楼进行户

外拓展训练。大家围着篝火，和

着音乐，载歌载舞，展现了该校

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揭苗盛 摄

大石：千亩新增旱地红高粱喜丰收

南山：党员干部“三个带头”厉行节约

老

有

所

为

信州区市民罗昭今年已

90

高龄，

1991

年退休后， 进入上饶市

老年大学学习书画。近三十年来，他勤奋好学，潜心钻研，持之以恒，

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至今笔耕不辍。 近日其书画作品在信州区

博物馆展出，引来众多爱好者前来观看。 阮水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