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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公安原创短视频获国家级奖项

石福华无偿献血二十载

文明 礼仪 知 识

办公室礼仪之爱护公共财产

种植羊肚菌 农民 “钱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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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春回大地，人勤春早。

2

月

16

日，在德兴

市新年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大茅山镇南溪村种植基地

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只见一朵朵长势喜人的羊肚

菌犹如一把把展开的小花伞破土而出， 当地村民正小

心翼翼地采摘着成熟的羊肚菌。

羊肚菌属真菌，是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养

丰富，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羊肚菌

对气候和土壤要求相对要高，其生长期为

3

个多月，在

每年

11

月底种植，次年

2

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上市。

香屯街道南墩村党支部书记吴相移有着几十年的

菌菇种植经验，三年前，他牵头创办了新年新食用菌合

作社，发展种植竹荪、茶树菇、羊肚菌等菌菇种植。去年

底，在了解到羊肚菌的市场潜力后，他和其他

20

多个

合伙人决定重点发展羊肚菌种植， 分别在香屯、 新岗

山、 李宅、 大茅山等地创办羊肚菌种植基地， 以每亩

200

元租金，临时流转村民的

110

余亩冬闲田，用来种

植羊肚菌。

几个月来， 基地在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下， 并凭

借吴相移自身的菌菇种植经验， 加之合作社管理有

善， 羊肚菌长势良好， 预计每亩产鲜菌

1000

斤， 按

目前市场价计算， 每亩产值可达

5

万元以上， 而且市

场供不应求。 预计该合作社今年的羊肚菌产值可达

600

余万元左右。

“ 有了羊肚菌基地，我近

5

亩冬闲田，也有近千元

的租金， 而且还不影响种粮， 期间我还可以在基地打

工，每个月有

4000

多元工资，这个基地真办得好。 ”南

溪村民王松明高兴地说。由于羊肚菌是季节性作物，所

以在

3

月底基本全部收市， 当地村民又可以将田用来

种粮， 而且可以用种羊肚菌的营养肥作为种粮用的肥

料，减轻农民种田成本，因此深受当地村民的欢迎。

据吴相移介绍，今年的羊肚菌种植成功，为他们村

下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邵德初）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

者任晓莉报道：

2

月

10

日， 由中

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

安全部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平安中

国“ 三微”大赛获奖作品名单正式

公布。上万部作品涵盖微电影、微

视频、微动漫、短视频、原创音乐

MV

、摄影作品等，经过激烈竞争，

719

部作品荣登榜单。 信州公安

原创反诈短视频《 画皮》荣获优秀

短视频奖项。

据了解， 该奖项也是信州公

安继第五届平安中国“ 三微”大赛

获奖作品《 凯旋》之后斩获的又一

荣誉。 信州公安原创反诈短视频

《 画皮》 由分局民警自主编排创

作， 创新运用“ 换脸” 的技术手

法 ， 精心选取了 “ 杀猪盘 ” 诈

骗、 冒充公检法诈骗等多种常见

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进行演绎和

揭秘， 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极

具吸引力的情节， 撕开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迷惑谎言和欺骗外

衣 ， 让群众认清电诈 “ 犯罪画

皮” 后的“ 本来面目”。

广丰讯 一次无偿献血的“ 落

选”经历，让他立下奉献之志；二

十载持之以恒，书写“ 未完待续”

的“ 热血”人生。他，就是广丰区人

防蓝天救援队副队长石福华。

2

月

10

日对于石福华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他早早地

来到上饶市中心血站， 准备着他

的第

100

次无偿献血。 说起为什

么要坚持献血， 石福华总感觉挺

“ 遗憾”的。 原来，在部队服役期

间，一位战友受伤急需大量血浆，

而他却因为身体问题没能帮上

忙。后来就立志要献血，尽最大努

力帮助别人。

立下献血之志 ，

2003

年 ，石

福华开启了自己的“ 热血”人生。

在

2003

年至今的

20

个年头里，

他辗转上饶、 上海、 广东中山等

地，坚持定期献血，并多次获评国

家、省级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由于献血次数多、频率高，石

福华已经和血站的工作人员成了

“ 老熟人、好朋友”。据血站工作人

员介绍， 石福华主要是捐献成分

血，也就是常说的血小板。

“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他是一

个非常具有爱心， 也非常支持我

们工作，今天是第

100

次献血，非

常感谢他。”上饶市中心血站工作

人员缪寨兰说。

在石福华的影响下， 不少家

人、 朋友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

也纷纷加入了无偿献血的行列，

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一如既往地奉

献爱心， 传递“ 热血”。“ 我会坚持

献血， 直到不能献为止。” 石福

华说。 （ 饶庆平 徐嵩沅）

要有爱护公共财产的高

尚品德和思想境界， 时刻维

护集体的利益 、 机关的利

益、 国家的利益。

要严格遵守公共财物管

理和使用制度 ， 不擅自转

送、 转借有规定和要求的公

共物品， 且及时归还借用的

公共物品， 调离时， 及时移

交办公用品和设备。

长时间离开办公室时 ，

要关灯、 关闸、 关窗， 防止

电路短路或失窃被盗； 要节

约用电、 用水， 养成及时关

灯和关闭水龙头的好习惯，

做到合理设置空调温度， 无

人不开空调 ， 开空调不开

窗。

推进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对政府治理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但有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滋生

出“数字形式主义”，不仅脱离群众、增加基层负担，还

造成了资源浪费。

例如，在某些网络问政平台上，对群众反映的个性

化问题，回复统一而“官方”。群众诉求只是转交相关部

门，平台上显示“已办结”后就没了下文，问题仍未得到

解决。

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工作

APP

点击率和官方微博

活跃度，给基层下指标、搞摊派，每周排名通报，基层不

胜其扰，有的地方出现一人多机刷点击率甚至购买“水

军”当粉丝等现象。

少数领导干部将信息化、 大数据的简单运用视为

工作创新， 未经充分论证就搞信息平台开发建设，“一

片火热”之后往往“凉凉收场”，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

与传统形式主义相比，“数字形式主义” 更具隐蔽

性。梳理媒体报道发现，在数字化基建、电子政务、基层

数字化办公等领域，“数字形式主义”已有所抬头，此风

当刹。

“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但本质还是忽视

实际、脱离群众，其背后是政绩观错位、作风不严不实。

数字化、智能化只是手段，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服务才

是目的。数字化治理搞得好不好，群众满意不满意才是

衡量标准。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必须脱虚向实，从重数据转

向重实绩，求真务实、不玩虚活；对大搞数字化面子工

程的领导干部，应当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推行电子政府、数据化，目的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

为民服务的效率，方便群众办事，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如果背离这个初衷，搞成“数字形式主义”，那就南辕北

辙了。

（ 田建川）

本报讯 日前，铅山县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在该县

人力资源市场大厅举办新

春网络招聘会， 采用网络

直播的形式， 邀请企业招

聘代表与有工作需求的网

友进行交流互动。

为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中保居民就业、 保基

本民生的要求， 春节期间

铅山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采用视频直播、 现场招聘

会、微信推送、宣传车进村

入巷、 村居公示栏集中粘

贴简章、 邮政精准投递信

件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

就业服务， 在求职者和招

聘企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

梁。 为促进铅山县居民返

乡就业， 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起到积极作用。

铅山县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选在年后多数企业开

工的首日举办线上直播招

聘会， 旨在帮助有就地工

作意愿的群众尽快找到心

仪的工作， 为有用工需求

的企业提供展示平台。 招

聘会上， 主持人一一介绍

招聘企业的基本情况、招

聘岗位及福利待遇等，企

业招聘代表对网友提出的

各种问题进行解答， 气氛

热烈。

（ 徐素琴 程雨妃）

婺源县体

育中心项目总

投资约

5.6

亿

元， 目前体育

场、体育馆、游

泳馆、 集训中

心等已竣工验

收， 建成后将

促进 “体育

+

旅游” 的融合

发展， 助力婺

源全域旅游提

档升级。

王国红 摄

婺源体育中心主场馆竣工验收

2

月

16

日，广信区清水乡洪家村村民在该村千亩油菜基地里忙碌地采摘菜芯。 去年

11

月，在帮

扶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的支持下，该村利用

1200

余亩冬春闲田试点稻油轮作，种植既能食用、又能榨油

的赣油杂

8

号油菜，可帮助参与产业发展的群众亩均增收近

1000

元

,

推动了绿色农业发展，加速了乡

村振兴进程。 黄宗振 摄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

者任晓莉报道：

2

月

17

日， 市委

常委、 副市长饶清华带队到大坳

水库调研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及

大坳灌区工程建设推进工作并召

开座谈会，就共同抓好水源保护、

确保水源水质和库区安全运行、

加快推进大坳灌区工程建设等工

作进行研究部署。

饶清华一行先后深入库区广

信区茶亭镇、 铅山县青溪服务中

心庙家坞、横峰县莲荷乡孙家茅、

横峰县毛家村、 弋阳县朱坑镇杨

畈、 弋阳县湾里乡大塘垅水库进

行实地调研。

饶清华指出， 大坳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是市民关注的焦点，

各地各部门要立足保护， 进一步

加强 《 上饶市大坳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的学习和宣传；要突

出重点、强化举措，加强协调、通

力合作，进一步做实、做优饮用水

源保护工作， 沿线乡镇要积极创

建“ 国家卫生乡镇”。

就如何推进大坳灌区工程建

设， 饶清华指出， 该工程涉及面

广、路线长、工程量大，各有关单

位要密切配合，对标对表抓推进，

严格对照“ 责任清单”共同努力、

齐抓共管，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