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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市海口中心

小学围绕 “双减 ”政

策，提升素质教育，在

老师的指导下， 将课

堂搬到大自然中 ，鼓

励同学们用手中的画

笔描绘美丽春色 ，体

验轻松的学习氛围。

卓忠伟 程家华

摄影报道

2022

年

4

月

11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三月十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３６

—

０００６

邮发代号：

４３

—

８

第

13518

期

今日

4

版

SHANGRAO RIBAO

上饶新闻网：

http://www.srxww.com

中共上饶市委机关报 上饶日报社出版

追 求 有 品 质 的 新 闻

上饶日报官方微信

扫一扫 加关注

������

树高千尺，其根必深；江河万里，其源必长。

从小村庄到党中央， 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

总书记，习近平始终心怀家国、躬身为民。

“ 作为国家领导人， 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

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人民赋予了人民领

袖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奋进的力量，人民领袖团结

带领人民开创新时代历史伟业。

深深扎根人民，始终信仰人民———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

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2021

年

10

月

21

日，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

正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一块示范田，俯

身摘下一个豆荚、一撮一捻、仔细察看成色，顺手将一颗

大豆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豆子长得很好。 ”

这一幕， 让一旁的农技负责人罗守玉既惊讶又感到

亲切：“ 这是老农民才有的动作呀。 ”

劳动的底色， 铸就了为民的本色：

2012

年， 阜平踏

雪，盘腿上炕；

2018

年，汶川考察，转磨磨豆；

2019

年，首

都植树，扛锹铲土……

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 映照的正是岁月不改的人民

情怀。

这份情怀，积淀着红色基因。

2021

年

6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

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

展厅内，刊载着李大钊名篇《 庶民的胜利》的《 新青

年》杂志原件前，习近平总书记细细观看。

从“ 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到“ 庶民的胜利”，革命先驱深刻指明我们的事业“ 将

永远存在”的历史必然。

追忆当年，梁家河窑洞炕头一灯如豆：《 为人民服务》

短短数百字，习近平爱不释手；《 愚公移山》《 纪念白求恩》

常学常新，信念闪耀。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着风雨来路，感悟

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细思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沂

蒙精神；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强调“ 永远保持对人民

的赤子之心”； 淮海战役纪念馆， 感慨“ 小推车推出来

的胜利” ……

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握有真理，脚踏人间正道，未来

无比宽阔。 习近平总书记用“ 三个不能”表明心迹：

“ 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 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

这份情怀，来自于成长经历。

2015

年

2

月

13

日，“ 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

当年的老朋友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 还是那么亲

切。 总书记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小名，“ 那时我和梁家河

村结下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 ”

40

年前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早挤满了

送行的乡亲，大家一声不响等他起床。 推开门的那一刻，

习近平流下热泪。

当年在梁家河的每一个细节， 都触动着年轻习近平

的心。

下地吃饭，知青的玉米团子黄澄澄的，老乡说：“ 这是

真粮食。 ”看老乡的糠团子差很多，习近平主动换着吃。

糠团子热量少，习近平饿得顶不住了，打开老乡的饭

包，玉米团子还放着：“ 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 ”

“ 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着吃。 ”

深知老百姓的苦，因而挑起沉甸甸的担。

“ 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

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

当年的梁家河，一个大队要接纳

30

多个饭量正大的

知青，乡亲们穷得叮当响，也愿照顾城里来的娃娃。

习近平说：“ 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

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 他们曾经

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 下转第二版）

习 近 平 的 人 民 情 怀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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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列车总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奔驰行进。

作为法治的“ 龙头” 环节， 良法始终是善治之前

提。

自

2016

年我市启动地方立法工作以来，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

方立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

用，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开展立法，为全市改革

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目前，我市共制

定 《 上饶市城市管理条例》《 上饶市农村居民住房

建设管理条例》《 上饶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

11

部地方性法规。

城市管理工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 不仅

关系到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 事关社会的和谐稳

定，更体现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所谓民有所呼，则

立法有所应。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

应人民群众对环境卫生方面的新需求， 倾听人民

声音，凝聚人民智慧，回应人民期待，将人民群众

所思所想所盼体现在地方立法之中， 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获得地方立法权后，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第一部实体性法规便是 《 上饶市城市管理条

例》 。《 条例》明确了城市管理职责和行政处罚权相

对集中行使问题， 解决有关部门反映的城市管理

难点和群众普遍反映和关心的城市病问题， 为我

市营造有序、美丽、宜居的城市环境，成功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 条例》正式

施行的第一年，中心城区依据《 条例》处罚了

1611

起违法行为。

以《 上饶市城市管理条例》为开端，市人大常

委会立足实际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开展城乡

建设与管理立法， 后续还制定了全国第一部规范

农民建房的地方性法规———《 上饶市农村居民住

房建设管理条例》 ，以及《 上饶市住宅物业管理条

例》《 上饶市殡葬管理条例》《 上饶市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上饶市爱国卫生条例》《 上饶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上饶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7

部聚焦城乡环境卫生、城乡建设与管理、市民文明

行为、道路交通安全的法规，为上饶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同时， 围绕环境保护抓好环保立法， 制定了

《 上饶市大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 明确大

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部门职责，禁止污染

水源的各种行为， 完善了大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制度体系， 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饮用

水安全； 围绕历史文化保护立法， 制定了 《 上饶市历史建筑保护

条例》 ， 对我市历史建筑实行名录管理制度， 并从保护责任人的

确定、 保护责任人的义务、 维修的原则和监督、 保护经费的来

源、 消防要求、 虫害防治、 禁止行为、 合理利用方式等方面作出

全面规定， 保护我市境内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 此外， 为规范立

法活动， 我市还制定了 《 上饶市立法条例》 ， 明确本市立法活动

的主体、 适用范围、 立法权限等， 为我市开展立法活动、 提高立

法质量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一部部地方性法规的出台， 见证了市人大常委会助力上饶改

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更是以良法促善治的真实写照。得益于一系

列良法的保驾护航，上饶的城市环境得到大幅提升，助力我市成功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农村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农民无序建房的现象

得到有效遏制；文明浸润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行为中，镌刻在城市

精神的最深处；大坳水库水质得到保障，水库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

以上（ 大部分时间为一类） ；历史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1658

栋

(

处

)

历

史建筑被正式纳入历史建筑名录，并予以挂牌保护。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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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芸 见习记者范凯文报道：“ 您好，我今

天忘带读者证了，请问可以借书吗？”“ 可以的！您先打开支

付宝或微信里的电子社保卡应用，通过电子社保卡就可以

借阅书籍了。 ”近日，在上饶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市民刘先生成功借阅到心仪的图书，“ 数字化”让他感受到

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 去年

1

月，在市人社局的协调安排下，图书馆自助借

还系统进行了一次业务提升，图书馆的

3

个阅览室———外

借室、少儿阅览室和文学阅览室均可通过电子社保卡借阅

图书。 当读者未带读者证或身份证时，只需打开电子社保

卡就可以轻松完成办证或自助借还。 ”市图书馆信息处理

中心主任叶翔说道。近年来，我市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推

动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朝着数字化方向迈进，建立了覆盖全

市的数字文化服务云平台，实现市、县、乡文化馆（ 站）在平

台、资源、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我们要求每个

县级图书馆以不低于

12

万元、每个县文化馆不低于

10

万

元、每个乡镇不低于

1.5

万元的标准建立一套符合规范要

求的数字化服务系统，努力为基层群众提供一站式、集成

式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上饶市文广新旅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去年已投入了

320

万元，今年还将继续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进一步加快基层数字文化馆和云平台建设。

为加强数字一体化资源管理与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更加丰富多元。我市充分发挥市级文化馆和图书馆牵

头作用，积极促进各县（ 市、区）文化协作，加快充实各类数

字文化资源内容，着力打造地方特色群众文化资源库群。

据了解，自

2009

年开馆以来，上饶市图书馆持续强化数字

图书馆建设，通过购买、合作共建、共享、收集等方式建设

数字资源， 现有数字资源总量达到

38TB

、

106

万册集；打

造上饶市文旅资源共享平台，已经上新葛仙山、龟峰、弋阳

腔等十几个特色地方讲座，读者能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访问

图书馆资源，并免费使用优质的数字资源。

此外，我市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项目。 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线上网络课程，正通过新媒体平台走进广

大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市图书馆通过开展每月赠书、每周图

书推荐、绘本阅读等

30

多场线上数字文化传播项目推广活动，

吸引了

2

万多人次参与；市文化馆推出《

90

分钟教你学唱歌》

《

60

分钟教你健身走》等

400

多门艺术慕课数字资源，并举办

云上非遗图片展、美术展等线上文化活动，吸引近万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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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 ，

78

岁

的老兵刘允林在自己

的政治生日当天 ，走

进广丰区下溪街道中

心小学， 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为同学们上了

一堂精彩生动的党

课， 勉励同学们要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增

强爱国主义情感 ，努

力学习、报效祖国。在

刘允林的生动讲述

下， 孩子们走近了英

雄， 走近了那段峥嵘

岁月，深受教育。

董淏渊 刘玮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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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铭华 记者蔡晓军报道 ：

“ 这次我们过来，就是了解你们企业有什

么困难 ，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和

建议，以便更好地服务企业……”近日，

铅山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到东沿

药业公司，向企业说明来意。铅山县政务

服务中心联合县发改委、税务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信局等部门开展“ 政务服务

进企业”活动，通过走进县工业园区，倾

听企业心声，将新政策和服务送进企业，

现场办公为企业解难题、增信心。

近年来，铅山县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 先手棋”和“ 胜负

手”，以服务群众“ 零距离”、办事效率“ 零

延误”、项目入驻“ 零障碍”、生产经营“ 零

干扰”为目标，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

续推进政务服务窗口转作风、 强服务、提

效能，打造“ 妈妈式”政务服务品牌。

作为服务部门， 铅山县政务服务中

心为企服务“ 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

周到”，变“ 被动服务”为“ 靠前服务”，从

“ 企业上门”转为“ 部门上门 ”，用“ 妈妈

式”服务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

注入“ 强心剂”。 该中心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在服务大厅设置专门导办台，建立了

一支帮办代办服务队伍，做到热心接待、

耐心解答、细心办理、暖心服务，让企业

群众办事安心、舒心；所有窗口按“ 前台

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 综合窗口出

件”进行整合设置，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精简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实现“ 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编制“ 便捷式”办事

指南，前来办事的人员，只要按照指南上

的要求进行选择即可完成资料上报。“ 前

段时间，我们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变更，只

提供了一次材料，半天就办下来了。营商

环境的优化， 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增添了

动力！ ”金汇铜业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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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讯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

鄱阳县早稻栽插已全面铺开， 机械

化插秧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星期。 目

前， 全县已陆续投入

4000

多台农

机会战早稻栽插， 机械化种植面积

达到

45

万亩， 为全县

120

万亩早

稻丰产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

高家岭镇芦埠村种粮大户于望

生今年种了

100

多亩早稻。 与去年

不同的是 ， 今年春耕于望生更省

心， 因为从选种、 育秧到栽插全由

农业服务公司代劳。 这个操作不仅

帮他节约了成本， 而且提高了生产

效率。 随着插秧机欢快地跑过， 于

望生的早稻田里出现了一片绿油油

的秧苗。

今年 ， 鄱阳着力抓好集中育

秧， 稳定早稻面积， 重点突破机插

育秧薄弱环节， 组织专家制定水稻

育插秧机械化技术规范， 大力推广

工厂化育秧， 重点支持现代农机合

作社开展代育秧、 代机插等订单作

业。

（ 汤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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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日前 ， 针对河岸沿线

非法渔业活动仍时有出现的情况，

德兴市水利局、 河长办牵头组织当

地农业农村、 公安、 银城街道办、

检察院等

７

个部门， 对洎水河城区

段进行护渔清网行动， 收缴地笼网

等

28

张 ， 放生野生鱼

400

多尾 、

河螺

20

多斤。

整治行动过程中， 工作人员沿

河岸两侧， 将非法捕鱼者投放在河

中的网具勾起并集中销毁， 将网中

的鱼虾及时进行放生处理， 并对周

边居民进行现场宣教。 此次“ 护渔

清网” 行动出动工作人员

20

多人、

冲锋舟

3

只， 对洎水河城区段

２

公

里范围内放置的簖网、 地笼网等违

规渔具进行了打捞清理。 据了解，

下一步， 德兴将把加大禁渔宣传力

度与常态化巡逻机制结合起来， 以

“ 河长加检察长” 制对非法捕鱼者

加大打击。

（ 廖培根）

鄱阳 4000 多台农机会战早稻栽插

德兴 7 部门联动护渔清网保生态

铅

山

打

造

“

妈

妈

式

”

政

务

服

务

品

牌

“数字化”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党课进校园

������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 （ 记者安蓓、 潘洁） 《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10

日发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和内在要求。 意见明确， 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

规则，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

关键堵点， 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

市场， 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为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

支撑。

根据意见，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原则是：

立足内需， 畅通循环； 立破并举， 完善制度；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系统协同， 稳妥推进。 主要目标是： 持续推

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 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促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 立破并举， 从六个方面明确了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从立的角度， 意

见明确要抓好“ 五统一”。 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

一。 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三是打造统一的要

素和资源市场。 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从破的角度， 意见明确要

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意见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

先推进区域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