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廉洁上饶建设

“好商量”协商议事

“ 讲 的 都 是 我 们 关 心 的 事 ”

海口镇“党建+农民夜校”开课啦

别 人 “ 卡 脖 子 ” ， 咱 们 怎 么 办 ？

信 江 时 评

文 明 素 质 靠 点 滴 养 成 ， 文 明 成 果 需 大 家 呵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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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近日，德兴市海口镇杜村村“ 党建

+

农民夜

校”在杜村广场正式开课，此次“ 党建

+

农民夜校”邀请

了德兴市司法局律师祝卫群进行授课，镇村两级干部、

党员、贫困户及村民共计

100

余人参加。

授课老师通过“ 以案释法”的方式，向村民详细讲

解了《 民法典》《 土地法》等农村常用法律知识。 针对农

村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较多的情况，授课老师向大家

重点讲解了有关抚养赡养、妇女儿童维权、婚姻、债务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结合身边典型案例进行以案释法，

进一步明确抚养赡养的权利义务、妇女儿童依法维权

的途径及婚姻、债务等方面的内容；随后针对村民关注

的土地、山林、田地等问题，详细讲解了土地流转、经营

权承包等法律法规，同时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积极

引导村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开始我认为夜校讲的都是大道理， 但是听了以

后，才发现讲的都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和身边的故事，对

一些法律问题也有了一些了解，感觉收获很多。 ”一位

村民在听完老师授课后感叹。 此次“ 党建

+

农民夜校”

创新授课方式，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互动，授课期间邀请

村民上台，就所学所悟、意见建议等内容畅所欲言，同

时采用抽取小奖品的方式鼓励村民积极互动， 激发群

众的参与热情。

“ 通过开办‘ 党建

+

农民夜校’，不仅有助于提高村

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同时也拉近

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距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海

口镇杜村村党支部书记王衍黄说道。

海口镇将根据农时农事和群众具体需要， 合理确

定更“ 接地气”的培训内容，让群众在夜校学习中得到

“ 干货”，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 娄立群 郑建宇）

本报讯 张杰 记者陈绍

鹏报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

对此， 鄱阳县谢家滩镇充分

发挥“ 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

作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围

绕如何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改

善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开展

了深入广泛地协商讨论，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和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为切实保证议事质量和

成效， 议事会成员代表实地

走访调研后， 广泛征求意见

和建议，形成议题。在议事过

程中， 与会人员根据平时遇

到或存在的实际困难， 以及

群众反映的诉求问题， 各抒

己见，道出心声，从整治具体

举措、中药材种植管理、集镇

日常环卫、宣传发动、经费保

障、 叠加推进等

6

个方面提

出可行性意见建议

27

条。有

关负责人对议事人员提出的

全部问题进行答复，通过“ 共

商共议” 激发共建共治共享

热情， 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质效。

通过“ 好商量”平台，谢

家滩镇就如何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卫生整治和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同频共振，达成“ 三个

一”决议，即：坚持“ 一个整治

目标”，围绕“ 拆得干净、整得

彻底、清得整洁、摆得有序、

看得养眼”的标准，努力实现

“ 花树路、果蔬村、中药乡、文

明镇”的整治目标；推广“ 一

种特色模式”，大力推行“ 镇

村

+

公司

+

农户” 特色模式，

由镇村结合环境卫生整治将

脏、乱、差、荒地平整到位，龙

头企业免费提供中药材种

苗、技术指导和产品回购，村

级牵头聘用贫困户、 农户对

后期中药材进行养护， 村级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之后，再

用于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和农

业产业扩大， 形成利益互赢

循环模式；组建“ 一支监督队

伍 ”，由两代表一委员、驻村

工作队员、老党员干部、群众

代表等组成监督队伍，对日常

环境卫生整治情况和农作物

养护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定期

直接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反映情况。

谢 家 滩

“好商量”推动环境整治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广丰讯“ 我宣誓 ：我是

中华民族的儿女，不忘耻辱，

坚决与毒魔作斗争， 珍爱生

命，拒绝毒品……”

129

名师

生挺立身姿、目光坚定、声音

铿锵有力，在民警的领誓下，

郑重宣誓表达坚定的禁毒决

心。近日，广丰区排山镇派出

所邀请该镇中心小学师生们

走进警营， 实地参观禁毒教

育基地。

为进一步促进和谐警民

关系，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

同时更好地推进“ 警营开放

日” 活动常态化、 制度化开

展，排山镇派出所开展“ 警营

开放日———走进禁毒教育基

地”活动，邀请师生们来到禁

毒教育基地， 近距离观看各

类毒品样本，了解毒品知识，

观看毒品模型， 聆听涉毒案

例， 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及教

师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在讲解民警的带领下 ，

师生们来到常见仿真毒品展

示台边，一件件毒品及吸毒、

制毒工具、 涉毒犯罪工具实

物、 模型吸引着孩子们的目

光，通过“ 零距离”观看的方

式使严肃抽象的禁毒教育变

得直观、生动。民警适时向师

生们上了一堂禁毒宣传教育

课，详细介绍了毒品种类，吸

毒人员被毒品腐蚀后的形象

特征， 列举了吸毒人员因吸

毒而家破人亡甚至危害社会

的案例，以及如何防范毒品、

如何拒绝毒品诱惑等相关知

识， 使师生们清晰地认识到

毒品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危

险性和破坏性。

（ 祝昕昕）

百名师生走进警营了解毒品危害

信州讯 为加强街道党

员干部纪律教育， 进一步破

解基层党员干部规矩意识、

纪律意识不强的难题， 推动

党章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入脑

入心， 信州区西市街道纪工

委结合实际，通过“ 四以”“ 四

推”加强党员干部纪律教育。

以“ 廉课堂”为载体，推

进纪律教育。 利用微信开设

西市格格“ 廉课堂”，学习内

容主要包括党纪政纪条规解

读、身边典型案件剖析等，目

前已开展“ 廉课堂” 学习

9

期， 参与学习讨论

400

余人

次。

以“ 三级约谈”为依托，

推进廉洁意识教育。 通过党

工委书记和党政班子成员，

党政班子成员和分管各科室

负责人， 各科室负责人和科

室干部三个层面一对一约谈

的形式，在重要节假日、干部

履新等关键时间节点及时进

行提醒，严明纪律要求。目前

累计开展谈话

30

余人次。

以“ 学习月”为契机，推

进党规党纪教育。街道

21

个

社区于七月份通过系统学习

一次党章党规和相关廉政法

规，上一堂纪律教育党课，开

展一次交流讨论， 开展一次

纪律教育知识测试或者知识

竞赛活动， 加强社区党员干

部的学习教育， 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以“ 反面教材”为抓手，

推进警示教育。 以观看警示

教育片、 学习典型案例通报

等形式，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以典型案例为镜鉴， 深刻汲

取教训， 时刻做到自重自省

自警自律，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 充分发挥警示教育

治本功能， 强化干部规矩意

识。 （ 杨浩）

线上“廉课堂” 线下常约谈

西市着力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教育

本报讯 记者张钦报道：

11

月

8

日是中国第

21

个记者节。省驻饶媒

体与市直媒体记者

40

余人欢聚江

西远泉集团会议室， 谈新闻从业经

历，话上饶发展巨变，通过座谈的形

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近年来， 在上饶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 在全市人民齐心协力

的奋斗下， 上饶市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晶科能源、凤凰光

学、 远泉集团等一大批企业发展势

头强劲，横峰县、广信区、鄱阳县相

继脱贫摘帽，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有了质的提高，广大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座谈会

上，“ 老记们” 结合自己的采访经历

及所见所闻， 畅谈上饶这几年所取

得的喜人巨变。大家纷纷表示，今后

将用手中的笔和镜头生动地记录上

饶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铿锵步伐

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每一个感人的瞬

间，为“ 决胜全面小康、打造大美上

饶”贡献媒体的力量。

“

老

记

”

欢

聚

一

堂

话

上

饶

巨

变

科技的突破离不开奋斗的积累， 年轻人不断的灌

溉是科技树成长壮大的希望。

“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到要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这让年轻人听到了用奋斗浇灌科技树的集结号。

年轻人从来就自带创新模板，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

断滋生的好奇心、强大的行动力，更有不怵任何挑战的

勇气。在这些特质的加持下，年轻人必能在推动科技自

立自强方面有所作为。

生活中一刻都离不开电子产品的年轻人对自立自

强的迫切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毕竟几乎长在手上的智

能手机虽多是中国制造， 但核心芯片和操作系统却不

是中国产品。类似的情况在航空发动机、触觉传感器等

领域也存在，这些短板的集中体现就是对中国的“卡脖

子”清单。

“卡脖子”清单就是要重点突破的任务清单、自立

自强的明细清单。 年轻人的有利条件是已经站在前人

的肩膀上能够看得更远， 老一辈的科学家们曾在国际

封锁中赤手空拳打拼出一片天地， 现在年轻人面对科

技“卡脖子”，怎么会缺少突破的勇气和信念？！

勇气和信念要化为行动， 成果要在每一天的认真

学习、努力工作中积聚，在创新的论文、实验、项目上体

现。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和积累，总会汇聚成开创大局

面的奔涌河流。

科技的突破从不会一蹴而就， 好在时间是年轻人

的盟友。科技在进步、产业在变革，年轻人也在成长，在

这个过程中，处处都是年轻人大展身手的舞台，时时都

有实现抱负的机遇。在朝气和锐气的加持下，年轻人会

成为人工智能程序员、集成电路设计师、空天科技工程

师、生命健康研究员……不论什么行业，年轻人都会握

指成拳、合力攻坚，将任务清单里的项目逐一勾掉。

当科技树长得枝繁叶茂， 回首望， 青春没有虚

度，梦想何曾远离。历史将向我们致敬：这届年轻人，奥

利给！

（ 王亚宏）

为打造“更智能、

更便捷 、 更惠民 ”的

“智慧人社” 体系，

11

月

6

日上午， 信州区

人大代表联合信州区

人社局在东市街道沿

城社区开展 “电子社

保卡进社区” 宣传活

动， 让群众了解通过

“电子社保卡”扫码即

可在医院挂号看病 、

药店购药、 办理养老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

社保权益查询等社保

服务事项。

毛丽燕 吴林英

摄影报道

11

月

6

日凌 晨

1

时， 国网横峰县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人员正在

进行“凌晨检修”。 迎峰

度冬用电高峰即将来

临， 供电部门通过新增

配变和扩容来缓解负荷

压力，并根据用电特点，

将设备检修消缺时间安

排在凌晨进行， 减少线

路设备检修给群众生活

带来的不便， 全面提升

横峰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水平及供电服务水平。

孙世明 摄

凌晨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