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丰镇：

抓好“四到位” 织牢安全网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鄱阳讯 为切实加强

防溺水安全教育和管理工

作， 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安

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鄱

阳县乐丰镇立足实际精心

部署，紧扣责任压实到位、

隐患排查到位、 部门联动

到位、安全宣传到位“ 四个

到位”，全力织牢暑期防溺

水安全网。

该镇成立防溺水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 强化对防

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 多

次召开防溺水工作推进

会，形成责任到人、上下联

动、统筹协调、整体推动的

工作机制。 依托防溺水网

格化体系， 建立一支防溺

水巡逻队伍 ， 确定成员

128

人， 对镇内山塘水库

进行全面摸排， 目前已为

43

个山塘水库建立了风

险等级台账， 并配齐了救

生圈、 救生杆等防溺水器

具， 落实了责任段、 责任

人，进行定期巡逻。持续加

强多部门联动， 发挥机关

干部、村两委、派出所、关

工委、城管等部门的力量，

壮大防溺水队伍力量。 全

力深化防溺水宣传教育，

利用村村通等媒介进行广

泛宣传 ， 结合 “ 民事党

心” 活动组织开展防溺水

知识进社区、 进村庄、 进

校园。 截至目前， 共开展

宣传活动

5

次、 悬挂横幅

60

条、 发放传单

200

份，

有效推动了防溺水安全知

识的传播， 提高了中小学

生安全防范意识。

（ 吴敏芳）

我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揭牌成立

全市打击治理电诈工作重点县（市、区）、

乡镇（街道）及行业部门视频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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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权力染上“铜臭味”

信 江 时 评

机 收 忙

从 “一时美 ”迈向 “持久美 ”

枫岭头全力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任晓莉报道：

7

月

14

日，

全市打击治理电诈工作重点县

（ 市、 区） 、 乡镇 （ 街道） 及行

业部门视频推进会召开， 总结

上半年工作， 对打击电诈工作

进行再推动 、 再部署 、 再落

实。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吴

树俭出席会议并讲话 ， 副市

长、 市公安局长蔡宜萍主持。

吴树俭强调， 全市上下要

明确打击治理电诈工作“ 四降

一提升一确保” 的总目标， 增

强 “ 时时放心不下 ” 的责任

感， 精准发力， 推动全市进一

步严厉打击、 严密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 坚决遏制案件高

发态势； 要把握打击治理主动

权， 增强“ 事事如履薄冰” 的

使命感， 以最高标准、 最严措

施、 最强力量集中开展整治涉

案“ 两卡”、 涉诈重点人员管

控等突出问题， 坚决遏制涉诈

问题高发势头； 要坚持打击治

理“ 一盘棋”， 加强协作配合，

凝聚打击电诈强大合力， 切实

巩固打击治理成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各

县 （ 市 、 区） 、 乡镇 （ 街道）

设分会场。

广信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盛夏时节，走进广信区枫岭头镇，便被这美丽的乡村

画卷吸引。 枫岭头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抓手，坚持“ 政府主导、各村联动、全民参与、综合

整治”，全力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实现了从“ 一时美”到

“ 持久美”转变。

强化党建引领“ 主心骨”。该镇多次召开人居环境整治专

题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激发干劲。 结合农村党

员及村组干部积分制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持续发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达到短期见效、明显提升、

长期坚持的目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跟踪督导力度，主要负责

人多次带队到各村督查暗访，发现问题现场反馈交办。

画好共建共治“ 同心圆”。 该镇围绕“ 党员群众共同

唱主角” 的理念， 组织镇村干部、 党员和志愿者深入各村

组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通过发放倡议书等多种方式进行

广泛宣传， 充分调动村民保持良好生活环境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 凝聚起干群共建共治热情， 实现群众对人居环境整

治从“ 要我改” 到“ 我要改” 的思想转变。

唱响集中整治“ 主旋律”。 该镇积极开展“ 三清二改

一管护” 专项行动， 彻底改善农村村容村貌， 由“ 清脏”

向“ 美化” 转变， 由“ 一时美” 向“ 持久美” 转变， 全面

清理垃圾杂物和卫生死角。 截至目前， 全镇共动员党员志

愿者、 农民群众投工投劳

14000

余人次， 治理区域

3200

余处，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2800

余吨， 出动机械设备

5900

余台次，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

提升比学赶超“ 凝聚力”。 该镇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全面落实网格化管

理， 每日对主村道路、 街头巷尾、 房前屋后、 公共区域和

公共厕所进行常态化清理， 并指定专人进行监督管理， 确

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 实

行“ 一月一考评”， 通过每月通报、 每月曝光、 末位管理

和经费补助， 形成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的工作氛围。

（ 郑梦楠 黄宗振）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7

月

14

日 上 午 ， 上 饶 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揭牌成

立 。 该服务台将有效提升服

务青少年的能力和水平。

上饶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

台是在之前开通的

12355

青

少年维权热线的基础上升级

而来 ， 由共青团上饶市委指

导 ， 秉承 “ 倾听反映青少年

心声，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 的服

务宗旨 ， 采用 “ 一个平台 、

多种服务 、 互联互通 ” 的服

务方式 ， 畅通青少年诉求表

达渠道 ， 实现青少年需求与

社会服务资源的有效对接 ，

促进服务青少年和青少年接

受服务两个便利化， 为青少年

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服务、困难

帮扶、成长指导、应急救助、就

业辅导、就学引导等服务，旨在

成为共青团组织直接联系和服

务青少年的综合性窗口。

上饶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

台及青少年心理服务团队负

责人吴开利介绍 ，

2022

年初

以来， 他们共开展法制教育、

预防青少年犯罪 、 关爱留守

儿童 、 青少年心理健康 、 中

高考心理疏导等线上 、 线下

活动

10

余场 ， 受众达到

23

万余人次 ； 提供热线咨询 、

面对面心理咨询 、 法律维权

服务

30

余人次， 取得良好社

会反响。

广丰讯 为遏制 “ 小火亡

人”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丰

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自建房火

灾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

广丰区消防救援大队整合

镇（ 乡）微型消防站的力量，对

乡镇辖区内的小作坊、小卖部、

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场所和普

通民屋进行全面排查，对电气

线路的安全铺设、用火用电用

气规范使用、消防器材的规范

配置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 对

检查出的问题现场提出科学的

指导性建议，逐一建立工作台

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

督促相关负责人进行立即整

改，做到底数清、风险明、整改

实，严防“ 小风险”变“ 大隐患”。

针对居民消防安全意识薄

弱的问题， 广丰区消防救援大

队组织力量，通过发放宣传单、

现场“ 摆摊”、有奖问答等方式，

向居民宣传讲解自建房常见安

全隐患、防火技巧，教授正确使

用家电等消防安全知识， 提醒

居民养成良好的用火用电习

惯， 全力提升公众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与此同时， 广丰区消防救

援大队按照“ 会报警、会疏散、

小火会用灭火器、 大火会用消

火栓”的要求，组织全区经营性

自建房场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进行了实践操作培训， 重点学

习灭火器和消火栓的使用方法

和日常保养、灭火器油盆灭火、

水带连接消火栓出水等知识，

提升消防实操技能。

（ 张炜 徐卫清）

广丰集中排查整治自建房火灾隐患

近年来， 纪检监察机关在处置许多领导干部违法

违纪案件中都发现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影子， “夫妻

店” “父子兵” “兄弟档” 甚至 “全家腐” 等花样百

出， 比如浙江省委原常委、 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主

政地方时， 和弟弟联手贪腐， 最终落马。 又如海南省

委原常委、 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 将妻儿都拉入权钱

交易中……这种大搞 “家族式” 腐败行为， 不仅破坏

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 还严重损害了党和

政府形象。

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 发财就不要想着当官。 领

导干部及近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屡禁不止， 究其根源，

是少数干部追逐名利， 心存侥幸， 放松了自身要求 ，

不仅想要体制内的 “铁饭碗”， 还想要外面的 “金疙

瘩”， 忘记了纪法底线； 从监督角度上看， 是因为监督

力量不足， 再加之违规经商办企业形式各样， 踪迹难

寻， 查办案件难度陡增， 存在民不举官不究的被动执

纪情形。 对此， 必须清醒认识， 从严整治。

完善 “禁业清单 ”， 落实查纠责任 。 要进一步明

确领导干部近亲属经商范围， 坚决禁止在该领导干部

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与之业务相同的经商活动， 不

准与其管辖的部门直接发生商品、 劳务、 经济担保等

经济关系； 各级党组织要落实主体责任， 克服畏难情

绪， 全面开展领导干部及近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自查

自纠工作， 积极组织干部如实填报领导干部及近亲属

经商办企业承诺书， 对发现的问题积极主动向纪检监

察部门报告； 要建立健全分级处置制度， 按照 “自查

从轻、 被查从严” 原则， 根据自查自纠情况， 主动出

击 ， 开展抽查 。 通过大数据分析 、 调阅银行流水账

目、 走访了解等多种措施深挖细查系统内科级干部特

别是 “一把手 ” 及其近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线

索。

拓宽举报渠道， 受理群众举报。 有效破解监督力

量不足、 经商办企业形式变异难以查究的问题， 要发

挥社会监督的力量。 加大社会面宣传力度， 通过公众

号、 电视新闻等方式， 向社会公布整治领导干部及近

亲属经商办企业专项治理行动要求， 公布举报电话 、

电子邮箱、 举报信箱等， 鼓励群众举报， 广泛收集线

索， 并将整治结果进行公示，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监督。

严肃追责问责， 加强警示教育。 典型案件要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 形成震慑效应， 促使部分干部放弃侥

幸心理， 积极行动， 主动整改。 对专项治理重视不够，

组织不力， 漏报、 瞒报等问题较多的单位， 要严肃追

究单位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真正让规矩发力、 使铁令

生威； 要收集较为典型的相关案件制成警示教育学习

手册， 既有如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联合其弟经商

办企业这样影响恶劣、 范围较广的 “大贪”， 也要重点

关注系统内部一些关键岗位上的 “蝇腐”， 积极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 以案促教， 在系统内掀起学习潮。

注重家风建设， 筑牢家庭防线。 春秋时期卫庄公

不听旁人忠告， 宠溺儿子最终惹来杀身之祸的故事令

人警醒。 周恩来的 “十条家规” 和焦裕禄的 “县委书

记的女儿也不能搞特殊”， 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

样。 领导干部要时刻对自己家人在思想、 情感上给予

正确引导， 经常向家人宣传党的纪律和政策法规， 立

好家规、 管好家人、 理好家事。 一旦发现不好的苗头

要及时制止， 给予批评指正。 各级党组织要把对干部

的严管厚爱从 “单位大院” 延伸到 “家庭后院”， 通过

廉政座谈、 谈心谈话、 政治家访等方式开展思想交流

和党纪法规廉政教育， 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家属参廉 、

助廉的积极性。

（ 邱在亮 熊正尧）

连日来， 在铅山县

汪二镇火田村金灿灿的

稻田里， 收割机来回穿

梭。 据了解， 目前， 铅

山县机收率达到

99%

以

上。

近年来， 铅山扛起

粮食安全的重任， 坚持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大力推进机械化种植 ，

通过科学种田、 提高单

产的发展道路， 提高全

县粮食总产量， 让有限

土地发挥更大效益 ，筑

牢乡村振兴基石。

丁铭华 摄

7

月

14

日 ，

大学生志愿者在

广信区政务服务

中心为前来办事

的 群 众 提 供 服

务。 该中心是全

省政务服务中心

青年志愿者站建

设 “优秀集体”，

暑 假 期 间 招 募

20

名 大 学 生 志

愿者， 每天为群

众 提 供 咨 询 导

办、 帮办代办等

服务， 志愿者的

微笑服务已成为

政务大厅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黄宗振 摄

（上接第一版）多方联动实施司

法救助， 加大司法救助工作考

核督促力度， 不断增强救助工

作的公平性、针对性、时效性。

座谈中， 赵乐秦认真听取

了我市有关情况介绍，对上饶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所呈现的

蓬勃发展势头予以赞赏，对上饶

在诉源治理和司法救助工作所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赵乐秦表

示，上饶在推进诉源治理和司法

救助工作上的经验做法弥足珍

贵，将进一步整理归纳，并结合

广西工作实际借鉴学习，进一步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座谈中， 与会人员围绕诉

源治理和司法救助工作举措、

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