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市 商 贸 物 流 产 业 链 发 展

暨商贸流通工作推进会召开

让人间有爱，天下无拐

信 江 时 评

7

月

13

日，气温高达

37℃

，在万年县陈营镇老街社区一小区路口，

10

余名工人正顶着烈

日铺设沥青，施工人员介绍，摊铺的高粘度沥青温度超过

170℃

。 刘存文 摄

张天松在担任赣东北省

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和粮食

部长期间，以身作则，严格要

求自己，是根据地有名的“ 红

色管家”。

一天方志敏到经济部

“ 探班”， 看张天松在埋头工

作， 没有出声打扰， 转身要

走， 张天松发觉后赶忙起身

相迎，因用力过猛，办公桌连

倒带靠在墙上。 方志敏喊来

警卫员， 要把自己的办公桌

换给他，他怎么也不答应。他

到院内抱了几个砖块将缺口

垫得稳稳的， 和方志敏两人

哈哈大笑起来。

对家属，他的“ 吝啬”更

是出了名。有一次，他的未婚

妻陈冬玉前来探亲， 在他的

住房中看到

10

多捆竹布，有

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陈

冬玉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心里一阵欣喜， 因为眼看就

要结婚了， 总算能扯些布做

几件新衣裳了。 哪料未婚夫

看出了她的心思， 顿时板起

了面孔， 严肃地对她说：“ 不

要摸，不要看，更不要胡思乱

想。 这些竹布是用来制作贸

易证的， 有了贸易证就可以

从外面购进红军需要的各种

物资。你是我的未婚妻，千万

不要在它上面打半点主意。”

被他这么一讲， 陈冬玉顿时

脸红如火， 又羞又恼， 一甩

手，扭身回自己家了，过了好

几天才想通。

还有一次， 张天松的叔

父张炳辉代表村苏维埃政府

到省里借款添置农具， 找到

侄儿张天松， 张天松接过证

明后，批借给他

100

块银元。

叔父拿了银元就回去了，走

到半道想想侄儿都当了经济

部长，自己这么困难，个人向

他借些银元缓解家用应该没

什么问题。 于是， 他折道返

回，欲向张天松借

3

块银元，

话一出口， 就被张天松给顶

了回去，叔父十分生气，赖在

省政府三天不肯走，声言不借

到银元就不走了。张天松得知

后，把叔父找来，叔父一脸欣

喜，以为张天松答应了。 没想

到张天松见面就问他：“ 是共

产党干部好，还是国民党干部

好？ ” 叔父不假思索地答道：

“ 三岁小孩都知道， 当然是共

产党干部好。”张天松又追问：

“ 共产党干部为什么好， 好在

哪里？ ” 叔父不假思索地说：

“ 共产党干部好就好在廉洁奉

公，不贪污腐化；大公无私，不

谋私利。 ”接着叔父的话头他

又问：“ 我是共产党干部，还是

国民党干部？”说到这里，叔父

恍然大悟， 慢慢地低下了头，

当即表示自己错了。

人物简介

张天松（

1909-1934

），江

西德兴人。

1926

年

1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张

天松参加弋横暴动，

1928

年

11

月组织领导了德兴十八

村暴动，

1929

年

3

月当选为

德兴县苏维埃执委会执委，

后来担任团县委书记。 历任

赣东北特区团委组织部副部

长，赣东北革命委员会委员、

经济委员会主席， 赣东北特

区苏维埃常委兼经委会主

席， 赣东北省苏政府主席团

成员、经济部部长、粮食部部

长。

1934

年年底被错杀。 中

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反，

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招 商 路 上 勇 争 先

———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许丹

本报记者 涂映红

“ 城 里 娃 娃 ” 能 干 事

———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谭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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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洁篇

“吝啬”的经济部长

———张天松大家小家一齐管

“ 城里娃娃能做什么呀？ ”从起初的怀疑到家人般

的信任，谭湘使昔日安静的小山村一步步变为果香满

山的“ 百果园”，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谭湘，

1991

年生， 现任余干县玉亭镇党委委员、

组织员，县委组织部派驻杨源村“ 第一书记”。

杨源村地处山区， 林地资源丰富， 土壤气候条

件非常适合果树种植， 但之前油茶、 水蜜桃都是小

规模的种植， 没有自己的主打产业。 为了让这个贫

困村庄有长远的产业。 谭湘与村“ 两委” 班子成员

多次论证， 聘请市里农业专家实地考察， 决定将示

范基地建起来。 一开始的杨梅示范基地只是打造脱

贫产业的试点， 接下来， 谭湘又引进了脐橙和水蜜

桃种植大户。 由党员、 能人带头种植， “ 由种植大

户以低价提供幼苗， 贫困户从种植大户学技术。” 成

立了合作社， 让贫困户入股。 这样一来， 很多贫困

户都尝到了甜头， 干劲十足。 杨源村先后建立万亩

脐橙创业基地、 千亩水蜜桃就业基地、 千亩高产油

茶富民基地 ， 形成 “ 多基地 ” 产业群 ， 受益农户

500

户， 直接带动

82

户贫困户脱贫， 万亩荒山变成

了金山银山。

“ 多热情、 多笑脸、 多跑腿。 没有沟通不了的群

众， 只有不沟通的干部。” 谭湘如是说。 入户调研之

初， 谭湘细致地将扶贫工作日志分成三大类， 形成

了三本扶贫手册： 一本是乡情日记， 记录所有贫困

户的基本信息， 每一户家庭的生活、 工作现状； 一

本是

400

余户村民的想法， “ 扶贫要懂民心， 这是

乡亲们的声音”； 还有一本则是所有扶贫相关政策的

梳理。 入村最初的

20

多天， 她走遍杨源村

10

个村

小组。

还记得当谭湘乘车从

24

公里之外的县城来到杨

源村时，坎坷的山路使轮胎爆掉，看着坑洼

的道路，她下定决心：一定要修一条像样的

路！ 谭湘和工作队的同仁与村“ 两委”干部

奔走于县交通、扶贫、规划等部门，为村级

道路改造申报立项，争取资金。 至

2018

年

7

月，总规

划

10192

米、 宽

3.5

米的水泥硬化路面顺利建成，杨

源村彻底告别了出行难题。

谭湘把村民的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得知村民

身体不舒服，便联系医院，畅通医疗义诊扶贫通道，为

贫困户开展救治，帮助全村

60

岁以上的

60

余名老人

做了免费体检；获批“ 省级慈善书屋”，丰富乡亲们的

文化生活；通过改水改厕，家家户户告别了祖祖辈辈

的旱厕，用上了冲水卫生间……

谭湘说：“ 春天可以来我们这里看桃花，夏天摘杨

梅，秋天摘脐橙，冬天伴着白茶香感受赣北村庄韵味

绕枝头……”谭湘还要带领着村干部和乡亲们一起用

双手继续创造幸福的未来！

一年

365

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招商和服

务的路上，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工作日一定不休息，

休息日不一定休息”是他的工作常态，刚从外地招商

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开始忙着接待下一批客商和

谋划下一个招商对接方案。他就是上饶经济技术开发

区招商局副局长。

千辛万苦，招商引资屡创新高。 许丹每年“ 请进

来”客商超过

150

批次，“ 走出去”拜访客商近

100

批

次，对接高质量新项目上百家，其中

80%

以上均为省

外优质企业，不乏行业龙头、主板上市、细分领域百强

等。许丹深知，优质项目是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高

起点发展的生命线， 面对优质项目就要像饿狼一样，

一旦发现目标，就要疯狂的扑上去。近四年，由许丹牵

头引进并落地项目数超过

50

个，

95%

以上为“ 两光一

车”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由世界

500

强公司投资

的项目

2

个，如吉利商用车项目、吉利客车项目；由上

市公司投资的项目

8

个。 签约总资金超过

400

亿元，

其中

10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

20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

5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 自开展

招商评比以来， 许丹连续多年被评为年度“ 招商之

星”，所带领的招商团队多次被评为“ 招商先进单位”。

2020

年

3

月份疫情期间，许丹创新招商方式，利

用视频会议谈合同、图文资料选场址、航拍视频看全

景、视频连线看结构的“ 在线数字式招商”和“ 体验式

招商”，成功线上引进并落地了年产

20

万台计算机整

机生产项目。

千方百计，亲商安商成效显著。 面对每一个项目，

从开始接触、洽谈、签约再到投产和达产，许丹都打起

十二分精神，付出十二分努力，争取将每一个细节都

做到极致。他把客商当亲人，只要客商有需求，无论刮

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总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排

忧解惑、精准服务、无缝对接，做到想企业之所想，急

企业之所急，用真诚打动客商，用热情亲商安商。通过

“ 百名干部联百企”、“ 在建项目五人行”直接服务企

业

10

余家， 带领招商团队服务投产企业

60

余家，为

企业在融资、招工、材料申报、上市咨询、产能扩大、厂

房租赁、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遇事不推诿、难事不回避、烦事不退缩，发扬“ 店小

二”、“ 保姆式”、“ 妈妈式”服务精神，企业遇到大事小

情都愿意与他沟通交流。 优质真诚的服务，为许丹赢

得了不少客商的称赞，得益于此，也通过入区企业的

介绍获得一批项目信息。

千言万语，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招商引资不能只

埋头“ 拉车”，还要低头“ 修路”，低头“ 修路”就是要把

招商规划、产业调研、信息梳理做在前面，要“ 整理菜

园子种好菜”，这是招商引资和为企服务、为民服务工

作的不二法宝，许丹就是这个低头“ 修路”的人。 他先

后组织编写了《 上饶经开区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汽车

电子产业调研和招商分析》 、《 汽车产业调研分析报告

和工作建议》等一批优秀调研材料，提交各类汽车产

业分析报告

100

余篇，篇幅超百万字。

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是回家的路。电影《失

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原型郭刚堂

24

年后

终与儿子郭新振团圆，亲人相拥，悲欣交集，

带给人们诸多感慨。

为了这一刻，郭刚堂骑行中国

50

多万公

里，骑废了

10

辆摩托车，一头乌发熬成了银

白。为了这一刻，一代又一代刑侦民警始终不

放弃，坚持不懈、接续侦查，最终寻获。 “坚持

就是胜利”，这句战场上、比赛中常用的口号，

在这一事件中又得到印证。

一个悲伤的故事画上了句点， 其中有被

拐儿童亲人的坚持追踪， 有公安机关的锲而

不舍，有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各方联动，就

是对打拐行动的有力支持， 就是对人贩子的

强力震慑，就是对人间大爱的弘扬。

反拐的努力不会终止。 每一个失踪孩子

的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拐卖是泯

灭人性的犯罪，如何让黑手不再伸向孩子？杜

绝拐卖儿童案件发生，还需从完善法治、社会

管理、源头治理、技术防控、文明素养等多方

面整体推进。

首要，应当严查、严打，对每一个被拐卖

的孩子及其家庭切实负责， 对每一名拐卖儿

童者绝不姑息，让犯罪分子付出沉重代价！其

次，要堵住贩卖儿童的源头，严惩收买孩子的

违法行为， 让抱侥幸心理收买被拐卖儿童者

“人财两空”！此外，还应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

程度，让“天下无拐”成为普遍共识；完善现行

收养制度，关爱、救济特殊需要家庭。

全社会行动起来， 让人间有爱， 天下无

拐。 （ 任沁沁 熊丰）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将 心 比 心 终 端 检 验

本报讯 徐旭辉 记者蔡晓军

报道：暑运以来，上饶、景德镇两地

之间铁路旅游、 探亲客流与日俱

增。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月

16

日起， 两地增开

2

趟短途高铁动

车。

具体车次情况如下：上饶至景

德镇北加开

G9878/9

次，上饶站

7

时

30

分开， 途经德兴站 （

7

时

44

分） 、婺源站（

7

时

53

分） ，

8

时

32

分终到景德镇北站；景德镇北至上

饶加开

G9880/77

次， 景德镇北站

8

时

42

分开， 途经婺源 （

9

时

08

分） ，

9

时

35

分终到上饶站。

据了解，上饶、景德镇两站间

每日发送旅客近

1000

人次 ，

2

趟

短途动车的开行将让两地民众的

出行更加便利。

鄱阳讯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

表， 是曾经乡村卫生院的老三样，

乡亲们有个头疼咳嗽，到卫生院只

能拿点感冒药就走，从曾经的“ 药

铺子” 到如今设备齐全的“ 大医

院”，说起民生改善，鄱阳县柘港乡

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乡镇医疗

条件的大变化。

距离鄱阳县城

60

公里的柘港

乡，下辖

17

个行政村。柘港乡卫生

院曾经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差，距县

城医院远看病不方便，曾是这里柘

港乡老百姓最大烦恼。

近年来，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列

入鄱阳县民生实事工程。柘港卫生

院易址重建， 项目总投资

1500

万

元，建筑面积近

4700

平方米，是原

院区的

2

倍。今年

3

月

18

日，卫生

院实行整体搬迁，崭新的卫生院正

式启用，完成“ 华丽升级”，成了当

地居民就医的“ 首选”。

“ 对于柘港卫生院而言，这不

仅仅是一次搬迁，更是一家‘ 新医

院’的诞生。”柘港乡卫生院院长表

示，自动工迁建新医院以来，他们

就已经在医疗设备改进、医疗科室

设置、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方位

提升。“ 现在卫生院住院病房、诊疗

科室等业务用房按标准进行了设

置，更添置了一批

DR

机、蒸馏水

机等先进的医疗设备，而且职工的

居住生活条件也比以前有了很大

的改善，更好地调动职工的工作积

极性。”目前，卫生院的病床从原来

的

30

张增至

99

张，方便了村民就

医。

今年

61

岁的荷塘村村民石缺

火是个老病号，免疫力低下的他是

医院的“ 常客”。“ 现在好了，卫生院

环境变得这么好，医生看病的地方

干净卫生，抽血化验拍片子的地方

设备看起来专业靠谱，住院的地方

更是空调、 独立卫生间什么都有

……” 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石

缺火为柘港乡卫生院的变化由衷

地感到欣喜。 （ 祝颖）

上饶至景德镇今起增开短途往返动车

柘港：

卫生院“大变身” 百姓看病更舒心

玉山讯 为预防学生溺水事故

的发生，玉山县双明镇在中、小学

校师生中开展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活动，开展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该镇各中、小学校通过召开预

防溺水安全工作专题校务会、防溺

水专题教师会，举办师生“ 预防溺

水，珍爱生命”签名活动，在学校大

门显示屏、校公示栏、微信公众号、

班级微信群开展宣传等多种形式，

对师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宣传和

教育。向学生介绍预防溺水安全常

识， 教育学生牢记安全预防溺水

“ 六不”，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溺水

事故的发生。

该镇还进一步加强与学生家

长的沟通联系，向家长发放《 关于

预防学生溺水致中小学生家长的

信》 、《

2021

年双明镇防溺水承诺

书》 ， 进一步引导学生家长要特别

重视子女的安全教育，切实担负起

监护责任；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安

全意识。 家校之间形成教育合力，

防止溺水悲剧的发生。此次预防溺

水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提

高了全体师生、 家长的安全意识、

责任意识。

（ 余金华）

双 明 开 展 预 防 溺 水 安 全 教 育 活 动

顶 烈 日 铺 沥 青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为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合力攻

坚，推动商贸流通和商贸物流高质

量发展，

7

月

15

日下午，全市商贸

物流产业链发展暨商贸流通工作

推进会召开。市政府副市长刘斌主

持会议并讲话。

刘斌指出，推进商贸物流产业

链和商贸流通高质量发展，既是新

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

求，也是新时代推动全市商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他强调，

要加快完善机制促发展、园区建设

搭平台、业态培育补短板、科技创

新提质量，持续推动商贸物流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要千方百计抓好商

贸入统、高标准编制商贸流通发展

规划、 精准招引大型商贸项目，提

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努

力形成具有上饶特色的赣东北消

费增长极和四省交界区域商贸消

费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