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政法委机关教育整顿学习交流会召开

陈荣高出席并讲话

3

月

28

日，在

余干县康山垦殖场

一水稻工厂化育秧

基地， 技术工人正

在进行育秧作业 。

春耕时节， 该场实

行统一品种、 统一

技术、统一管理，为

农 户 提 供 种 子 催

芽、育秧、机插等一

条龙服务， 为早稻

稳 产 高 产 奠 定 基

础。 白贤才 摄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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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人民情谊深

———方志敏如鱼得水化险为夷

人民立场篇

信 江 时 评

创 新 不 问 “ 出 身 ”

万 年 用 科 学 规 划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工厂化育秧

万年讯 仲春时节， 万年县上坊乡细港村粉墙黛

瓦、 柳绿花红， 美丽的村景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游

人前来观赏。 近年来， 万年县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为引领，提升乡村融合发展新品质，建设了一批“ 宜

居、宜业、宜游”的秀美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

该县在充分考虑与村庄布局规划、 土地利用规

划的态势，衔接好产业发展规划，整体推进农村环境

整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等项目。 在村庄规划时，该县因地制宜，顺应民意，

加强产业引导， 将有条件的村庄打造成休闲观光旅

游业为主的美丽乡村。 该县上坊乡细港村依托靠近

县城独特的环境优势，以“ 郑家桥饭庄”为代表的

10

余家农家乐餐饮颇受青睐，游客在此赏景、拍照、享

受美食，不亦乐乎。 本地特色产品一条街在此即将形

成规模，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兴业致富的路子。

如今的汪家乡坑边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

3A

级秀美

乡村。 该村借助乡村

3A

级景区的虹吸效应，建设开

放式特色农业种植采摘园、家禽家畜养殖园、垂钓园

等，为游客提供休闲、观光、采摘、垂钓等服务，村庄

面貌日新月异， 游客纷至沓来。 先后建起了面积为

6000

多平方米的食用菌种植大棚。白莲自

2017

开始

种植以来，年产值近

100

万元，促进集体经济年增收

2

万元。与此同时， 该县传承稻作文化的历史， 充分

挖掘历史、 地理、 文化特色， 有机融合乡村与自然

的空间关系， 保护好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 在

万年仙人洞附近的白云村，稻源农庄应运而生，在这

里不仅可以享受美景、美食，还可以探寻人类稻作文

化的起源。

（ 张新涛）

“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支

持谁。 ”近日在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释放出国家重视创新、重视创新人才的积极信号。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人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因

素，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 从页岩气勘探到量子计算

机研发， 从 “奋斗者” 号实现万米深潜到 “嫦娥五

号” 带回月壤， 众多重大科技成果的问世， 莫不源

于科技工作者的忘我投入、 奋力攻关。 实践证明，

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智力支持， 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最为宝贵的财

富。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谁拥有了一

流创新人才、 拥有了一流科学家， 谁就能在科技创

新中占据优势。

创新之道， 唯在得人。 得人之要， 必广其途以

储之。 当今社会， 企业不惜成本高薪揽才， 科研机

构努力为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做科研创造条件， 这些

都是培养造就优秀科技人才的必选项。 但也要看

到， 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然不足， 特别是科技领

军人才匮乏， 人才评价不合理、 管理跟不上等， 都

是制约人才成长的因素。 只有从根本上破除 “重物

轻人” 等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全

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解决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

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 才能有效激发创新的

积极性和活力。

英雄不论出处， 用活用好人才就要不拘一格。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 推动我国进

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 就看谁能抢抓机遇， 谁有这

样的担当和使命感， 谁有这样的能力做好。 只要能

为国家作出贡献， 国家都会全力支持。 要加快形成

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 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

用机制、 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 有

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解决人才队伍

结构性矛盾， 构建完备的人才梯次结构； 营造有利

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

制， 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 让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更加坚实。

加快科技创新，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 都

要依靠奋战在一线的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 创新不

问 “出身”， 更加充分尊重人才价值， 最大限度地

发挥人才作用， 给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必将

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 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

面，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不息的澎湃动能。

（ 马若虎）

方志敏同志是赣东北苏区

人民衷心爱戴的革命领袖。 在

残酷的斗争环境中， 他不仅替

苏区群众想办法、出主意，克服

无数次的困难， 取得革命一个

又一个的胜利； 而且他在生活

上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建立

了最密切的联系， 成为广大群

众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说，苏区

群众爱护他胜于爱护自己的生

命。

1931

年

7

月下旬，方志敏

与爱人缪敏同志一同来到万年

苏区葛茅坞村指导革命工作，

当时缪敏同志身怀六甲， 行将

临产， 就住在苏区群众卢雪英

家里。一天夜里，缪敏在此产下

一个男孩。第二天，方志敏同志

探视爱人后，接到紧急通知，要

到弋阳开会， 他只好委托卢雪

英照看爱人、孩子。缪敏同志产

子后没有奶水，焦急万分；卢雪

英正好前两个月也产下一子，

她闻悉后， 毫不犹豫地用自己

的乳汁抚养这位革命的后代。

十几天后， 方志敏再次赶到葛

茅坞村探望爱妻与儿子时，发

现母子平安健康，很是欣慰。他

满怀深情地对万年苏区干部说

道：“ 我们是鱼，群众是水，群众

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如鱼得水，

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啊。 ”

据说当时， 葛茅坞村反动

地主裴灯辉得知方志敏等人在

村里， 只身跑到富林的国民党

军驻地报信， 准备第二天捉拿

方志敏等人。 万年苏区干部卢

文贤、裴廷标等得知消息后，当

晚就将方志敏、 缪敏与儿子一

起护送到了弋阳苏区。第二天，

国民党军来到葛茅坞村搜查，

一无所获。 方志敏同志则化险

为夷， 继续领导苏区人民进行

革命斗争。

横峰讯 近年来 ， 横峰县岑阳

镇大力推进扶贫车间发展， 通过扶

贫车间带动周边农户就业 ， 解决

了一大批老、 弱、 妇就业难问题。

目前 ， 全镇共有

4

家扶贫车间 ，

带动

266

户农户就业增收， 其中脱

贫户

57

户， 每户年均可增收

5000

余元。

张春莲是岑阳镇朝堂村一名脱

贫户， 今年已有

63

岁。 “ 我和我

家老头子都

60

多岁了， 身体也不

太好， 做不了什么重的体力活， 以

前都是靠低保生活。 但自从家门口

的朝升烛光电子加工厂建立后， 空

闲时就和老头子一起去组装电子蜡

烛灯， 一天下来两个人也可以赚个

60

来元 ， 多的时候可以赚到

100

多呢！” 张春莲满脸笑容地说。 朝

升烛光电子加工厂是岑阳镇一家扶

贫车间， 主要以经营电子蜡烛组装

为主。 “ 平常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

十几人做事， 忙的时候有

30

多人。

很多附近在家中带小孩的妇女和体

弱的农户都会来这里做组装， 增加

家庭收入， 做得多的一个人一天可

以赚个

70

来元 ， 少得也有

30

来

元。” 加工厂负责人程文金介绍。

（ 万展鹏）

岑 阳

扶贫车间托起稳稳的幸福

近日， 共青团铅山县

委、 铅山县扶贫办在石塘

中学联合主办了 “小小微

心愿、传递大温暖”微心愿

圆梦活动。 该县爱心助学

企业江西建都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为石塘镇

38

名贫

困学生送上了价值

10000

余元的微心愿礼物。

陈万民 摄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3

月

31

日，市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各支部

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交流

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荣高出

席第一支部交流会并讲话。

陈荣高要求， 要把学懂弄通贯

彻工作始终，做到想学、好学、深学，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永远感党恩，坚决听党话，始

终跟党走； 要把查纠整改摆在突出

位置 ，时常“ 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

澡，治治病”，通过自查、深查、彻查、

检查、评查、督查，做到自己改、深入

改、彻底改、对标对表改、举一反三

改、建章立制改；要把为民办事当作

终生追求，厚植为民情怀，真心实意

为群众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

幸福；要把履职尽责置于立身之本，

立足岗位，明确职责，用心履责，事

事尽责，出事追责；要把遵纪守法看

得重于泰山， 努力做遵法规、 守纪

律、讲规矩、重品德的表率。

市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同志和市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抽调人

员， 均分别参加了各支部的学习交

流会。 会上， 每个人都围绕“ 三必

看”、“ 四必谈”的要求，结合实际作

了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