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２０22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2

责任编辑：涂映红

电话：

8292149

“ 陈云书记在研讨班的讲话，向全市发出了‘ 思想再解

放、作风再提升、开放再出发’的动员令，万年将闻令而动，

争先进位、跨越赶超，全力推动我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

万年县委书记毛奇表示，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全面落实省、市、县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万年将适

应当前的时代大势、发展趋势、工作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过去的一年，万年县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视察江西重

要讲话精神，聚焦省委“ 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团结带领全

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奋斗、担当实干，

顺利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万年县全年实现

GDP199.38

亿元，增长

9.1%

；财政总收入

26.3

亿元，增长

17%

；主要经

济指标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就下一步工作，毛奇表示：

要以目标引领思想解放、以坐标激励思想解放、以责

任倒逼思想解放。万年将把解放思想融入到日常工作实践

中，把“ 争先进位、跨越赶超”作为

2022

年的工作主题，按

照省市放大“ 坐标系”、找准“ 参照物”的要求，把浙江桐庐

县定为学习赶超对象，以此激励广大干部在学习中解放思

想、开阔视野、提升能力。 同时，对今年各项目标任务细化

分解，以目标倒逼任务、以任务倒逼责任、以责任倒逼落

实，推动各项工作部署精准落地、精准见效，确保思想解放

到人、具体到事。

要坚持在项目建设中赛出好作风、坚持在争先创优中比

出好作风、坚持在长抓常管中带出好作风。 万年县将以更大

力度打开作风建设的天窗，把项目建设作为作风建设的赛马

场，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理念，以项目论英雄、以项目赛作

风，强力推进“ 项目大会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项目建设

中拼进度、比服务、赛作风；广泛开展“ 争先进位、跨越赶超”

活动，引导全县上下牢固树立“ 比学赶超”的意识，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推动各项工作进度走在全市、全省前列；持续巩固

提升“ 三大三增强”和“ 三比三争当”作风建设攻坚

活动成果，建立长效化常态化机制，持续把作风建

设引向深入。

要打造最宽的开放通道、打造最优的营商环

境、打造最强的招商团队。 围绕“ 建设江西内陆开

放先行县”的目标，万年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提高

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施“ 东西双向”开放战略，向西积

极融入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谋划一批强基础、优功能、利长远

的重大项目，向东强化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理念对接、产业承

接、合作链接，接续引进一批“ 中字号”“ 国字号”“ 强字号”行

业领军企业和

5020

项目；大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一

号工程”，推进“ 法人十件事”“ 项目十件事”集成改革，让万年

成为资本竞相涌入的“ 洼地”；大力推进数字经济“ 一号发展

工程”，拥抱数字经济“ 新蓝海”，抢占发展“ 新赛道”。

新年更有新机遇。 毛奇说：“ 新的一年应对新挑战，我

们必须善谋善为，努力在攻坚克难中闯出新路；新的一年

面临新机遇，我们完全大有可为，将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行稳致远；新的一年迈上新台阶，我们理应奋发作为，全

力推动万年在新一轮竞赛比拼中争先进位、跨越赶超。 ”

解放思想谋发展 争先进位谱新篇

——— 访 万 年 县 委 书 记 毛 奇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见习记者 徐佳一

乡村包子铺 开进大学里

本报讯 近日， 广信区残

联和助听器厂家适配师来到

华坛山镇振华居委会

75

岁的

听力残疾人徐海松家里， 在为

他做了详细听力检查后， 取出

了他于

3

月

2

日在残疾人辅具

适配服务平台上下单采购的助

听器，为他进行适配调试。据了

解， 更好地满足残疾人个性化

辅具要求， 上饶市残疾人辅助

器具适配服务平台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上线试运行。截至

3

月

8

日，有

1194

人进行了网上

注册、 预订， 已发放辅具

787

件，

644

人用上了辅具，政府补

贴资金达

104

万元。

为进一步方便残疾人，广

信区建立了“ 互联网

+

”服务

模式，搭建了残疾人辅具适配

服务平台，平台上展示了首批

16

家合格供货商的

40

种辅

具。残疾人根据自身个性化需

求， 在家通过手机即可完成

“ 申请

-

评估

-

审核

-

购买

-

评

价”一系列流程，无智能手机

或无操作能力的残疾人可由

监护人代申请，真正实现“ 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为残疾人提供更加贴心、暖心

的服务。

据悉，根据新办法，残疾

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方式

由实物发放转化为货币化补

贴，实现了从简单配发向广覆

盖、规范化、制度化转变；明确

了残疾人在补贴范围内可申

请轮椅、助听器、假肢、矫形器

等

40

种辅具， 重点解决了残

疾人最基本、最迫切的辅助器

具需求，实现了服务对象全覆

盖，服务内容更精准。

（ 黄宗振 徐素琴）

我市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实现“私人定制”

“ 快来尝尝我们皮薄馅大

的小笼包！ ”

3

月

9

日清早，德

兴花桥镇党委书记李云云在

上饶师院食堂的乡村振兴小

笼包档口吆喝了起来。正值用

餐早高峰，不一会档口前就排

起了长龙 ，记单 、送餐 、结账

……昭林村支部书记程真富

忙得脚不沾地，可脸上的笑容

却始终不减。

3

个小时的“ 初

营业”， 让这小小的档口盈利

近千元。

为了店铺的顺利开展，程

真富和上饶师范学院驻村第

一书记饶波前前后后忙了一

个半月。为了营造干净卫生的

膳食环境，程真富自己当起了

“ 监工”， 一砖一瓦都严格要

求。为了选到实用便捷的厨具

设备，两人多次往返上饶和德

兴，“ 这个筛孔大了，容易蒸的

不均匀。 ”“ 蒸屉得用竹制的，

有竹香。”正是因为他们的“ 较

真”，才有今天“ 初营业”的好

开头。

为进一步巩固昭林村乡

村振兴成果，上饶师范学院还

特意开辟了“ 乡村振兴小超

市”，引入昭林村的土鸡蛋、马

家柚、沃柑等农产品，充分利

用学校近

2

万师生的消费能

力进行“ 消费帮扶”，实现乡村

振兴从“ 输血式”向“ 造血式”

转变。

2021

年，在上饶师范的

大力扶持下， 昭林村建成

30

余亩特色农业种植基地，饲养

土鸡

2000

余只， 土猪

30

多

头，扩建鱼塘

3

亩，其中，仅土

鸡、土猪、西瓜的销售盈利就

达

7

万余元，全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已突破

47

万。

（ 詹求昊 汪涵秋 陆薪戈）

文明 礼仪 知 识

让 公 众 不 再 为 “ 脸 面 ” 担 忧

信 江 时 评

风光好 游人醉

3

月

9

日，春暖花开，

紧临鄱阳县国

家湿地公园旁

的狮子山村热

闹了起来。 这

里依山傍湖 ，

空气新鲜 ，农

家小院以及湖

光山色吸引着

各地游人观景

赏花， 休闲娱

乐。蒋冬生 摄

今年的最高法报告提到， 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

释， 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 让公众不再为自己

的 “脸面” 担忧。 在过去一年， 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

防护网越织越密， 彰显司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决

心， 让人民切身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

近年来， 法治建设与时俱进， 紧跟技术发展和时

代进步。 当前， 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红利大规模释放

的时代，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区块链、 云计

算等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层出不穷， 对我国发展

模式和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个人信息安全保

护变得突出和紧迫。

人脸、 指纹、

DNA

等个人生物信息属于敏感个

人信息。 滥用此类技术将导致公民隐私权、 财产权等

权益受到侵害， 甚至威胁公共安全。 如何在推进数字

经济发展进程中， 用好管好数据， 保障公民个人信息

安全、 保护好公民的 “脸面” 问题， 是一道必答题。

个人信息泄露是公众深恶痛绝和反映强烈的问

题。 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 法治的步伐必须紧

紧跟随。 技术的新玩法、 新花样层出不穷， 需对症

下药、 精准施策， 也需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要让

技术成为法律调控范围内的利器， 让法律成为技术

可行基础上的善法， 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对于

技术滥用的非法行为， 司法机关必须重拳出击、 整

治到底。

司法要跟得上社会和技术进步， 才能约束非法、

震慑犯罪。 提升群众司法满意度， 推动法治为民办实

事， 要聚焦人民的急难愁盼， 要一件接一件切实维护

好人脸安全这样的关键事。

（ 张漫子 王亚宏）

三月志愿行

乘着温暖的春风，玉山县

的志愿者们开始了三月行，他

们将关爱送进全县的农村学

校。图为志愿者们在岩瑞镇太

平村为当地留守儿童派发学

习用品， 手把手教会他们画

画、写字。 胡明乾 摄

我市举办 2022 年政银企对接会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任晓莉报道： 为进一步加

强政银企合作 ， 实现互利共

赢 ， 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 ，

3

月

10

日 ， 我 市 举 办

2022

年政银企对接会， 副市长

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勇总结了去年我市在探

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维护金

融市场稳定等方面的做法和成

效。 王勇指出， 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创新经营理念， 创新服

务机制， 创新审批方式， 一如

既往支持企业发展。 各地各部

门要强化金融意识， 充分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 ， 紧盯问题 、

主动作为， 一心一意为企业做

好服务， 实现银企共赢发展。

会上，

17

家金融机构与

17

户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授信

签约 ， 签约资金达

111.45

亿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