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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以来，信州区机关事务管理

局联合信州区疾控中心等部门组

成督查组， 对辖区各健康单位创

建省级慢性病示范区工作进行现

场联合督导， 进一步掌握和综合

评估辖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创建工作完成情况， 有效推进各

单位的创建工作。

督导组先后对区财政局、区

教体局、区城管局、区市管局、区

统计局和区卫健委等六个健康单

位进行督导查看，严格按照“健康

单位建设工作评分指标”细则，对

标对表考核评估，通过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等形式重点

对各健康单位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创建保障措施实施、 慢性病

综合防控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开

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宣传、

健康单位（无烟单位）的创建、健

康支持性环境和健康小屋建设等

内容进行了全面督导检查。

信州区推进创建

省级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

聚焦 2020年春运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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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江西语言文字网发布消息，上

饶市第十一小学、 上饶市第一中

学、上饶市第四中学、德兴市银城

一小、玉山县保育院、玉山县樟村

小学、铅山县明德小学等

7

所学校

获评第三批“省级语言文字规范

化示范校”称号。

据悉，此次评选是为贯彻落实

《江西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建设

200

所省级语言文字规范

化示范校”的要求，在各地各校积

极开展省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

校创建活动基础上，由省教育厅组

织评定的， 共授予全省

53

所学校

“江西省‘十三五’时期第三批省级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称号。

我市

7

所学校获评

“省级语言文字

规范化示范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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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心里总

感觉有块石头压着， 干什么工作都

提不起精神， 听到组织宣布撤销问

责的瞬间，我如释重负……”近日，

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社区党支部

书记潘勇军回想起问责决定被撤销

时的场景，依然激动不已。

去年

4

月，德兴市按照上饶市纪

委市监委的工作部署， 试点开展加

强和规范党内问责工作， 坚持实事

求是、精准有效，既防止问责泛化、

简单化，又防止问责不力，督促各级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负责尽责。

工作开展后， 该市纪委监委对照精

准规范问责要求， 把

2017

年以来全

市所有问责案卷进行梳理。

“在梳理案卷时发现，对天门山

社区党支部书记潘勇军和党支部副书

记周庭船问责处理，不符合党内问责

的有关规定，主要表现为社区党组织、

社区党支部负责人不在问责范围之

内，且他们已正确履行了职责。 ”德兴

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负责人说，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市纪委监委重新

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撤销对潘

勇军、周庭船的问责决定。

“精准规范用好问责利器， 就是

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实践中存在的问责

‘宽松软’和泛化、简单化问题。 ”德兴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

元涛表示，从增强问责意识、规范问责

流程、破解问责难题、发挥问责实效等

方面主动谋划、积极创新。

该市还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

党内问责工作的实施意见》《党内问

责线索研判会商制度》《问责工作流

程图》等，细化党内问责启动权限、

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 按照试点工

作的“施工图”和“任务书”，对扫黑

除恶、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典型问责案例进行精准“施工”。 截至

2019

年

12

月，该市启动问责调查

11

起，

作出问责决定

10

件， 其中通报问责党

组织

5

件、问责科级干部

11

人。同时，撤

销

2

名党员干部问责决定。

德兴试点开展加强和规范党内问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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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记者从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0

年春运期间， 市城管局围绕创

建“平安春运、环境整洁、服务市民”

的总目标，形成了上下联动、监管有

力、反应灵敏、层层落实的春运工作

组织体系，全力做好春运工作。

该局重点保障上饶高铁站和带

湖路汽车站及周边的市容秩序，指

定专门的执法中队保障新火车站和

带湖路汽车站周边的市容秩序，并

增加巡逻的密度， 每半小时巡逻一

次。 上饶高铁站实行三班倒，

24

小

时值班制度； 在带湖路汽车站实行

早、中、晚错时上班制度，早上

7

点至

夜晚

10

点安排城管工作人员不间断

巡逻， 确保春运期间高铁站及客运

站周边市容秩序干净整洁有序。 按

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加大对“十乱”

行为整治力度，确保城市主次干道、

重要交通枢纽节点没有乱停乱放、乱

摆乱占、乱堆乱放、乱拉乱挂、乱丢烟

头等影响市容秩序和交通出行的行

为发生。 同时，环卫部门加强保洁力

度，实行人机结合的清理模式，增加

垃圾清运的频率， 给春运创造一个

良好的市容环境。

同时，该局还强化城管和公安联

合巡逻制度， 通过天网监控

+

执法措

施，实现联防联控，加大执法人员巡

查的密度，防范春运期间违法犯罪事

件的发生。 安排城管工作人员做春运

服务志愿者，为旅客搬运行李，帮扶

老弱病残，协助有困难的乘客顺利进

出站， 帮助引导旅客互联网取票，提

供公交换乘、车辆出租、路线指引等

咨询服务。 同时，在新火车站城管岗

亭为市民提供便民服务， 如常备药

物、创可贴、胶带、手提袋等应急用

品，让来往旅客感受更多的舒适与便

利，用爱心温暖旅客，伴随他们踏上

愉快的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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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记者从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0

年春运期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将投入营运车辆

601

辆， 日跑

班

3845

班次，合计

153800

班次。 还将

投入

177

辆公交车重点关注通往火车

站、 汽车站及周边高校的公交线路，

并根据客流需求和夜间临客列车时

刻表，对通往市区和县区的线路增加

车辆动运力， 按照夜间客流变化及

时增发车次缩短发车间隔。

同时， 在原有行车时刻表的基

础上，该公司还根据航班信息变化，

增加

6

辆机动机场大巴，及时采取计

划外增发车次的措施， 保障旅客出

行。 安排机动备班车辆， 结合发挥

GPS

及车载视频实时监控作用，实

时调配运力，根据市民乘车需求，临

时增开宵夜班公交线， 全面满足市

民春运出行需求。 公交集团各车队

实行了交叉检查制度，以“全覆盖、

零容忍、严执行、重实效”为目标，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对车辆的刹车、转

向、灯光、轮胎、气瓶等配件的基本

性能状况进行排查；对安全锤、灭火

器等安全基础设施的配备情况进行

全面彻底的检查， 坚决做到不放过

任何一个漏洞， 不遗漏任何一个盲

点，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解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

市城管局通过高效

组织体系做好春运工作

市公交集团投入车辆601辆迎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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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公司选送的影

片《幸福山歌》获得评委好评，成功

入围

2020

年第

17

届世界民族电影

节。 ”

1

月

2

日，江西越合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董事长、电影《幸福山歌》出

品人史征路收到了美国世界民族电

影节组委会发来的入围通知书，并

受邀参加

4

月上旬在美国洛杉矶举

行的电影节颁奖典礼。 这是本届电

影节唯一入围的江西本土电影。

据悉，电影《幸福山歌》由中国

作协会员、上饶作家程建平、史俊担

任编剧， 并于去年

9

月

9

日在央视电

影频道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江

西献礼片首播。 该片生动讲述了赣

东北山歌大王姚冬妹与红军战士饶

歌因山歌结缘，并肩作战，带领大家创

作红歌，打倒地主，建设和发展赣东北

苏区，后来饶歌不幸牺牲，冬妹带着他

“气不断，歌不停”的临终嘱托，坚持传

唱山歌的情感故事。 该影片是一部折

射中华民族传统山歌文化风格， 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崇高信仰的红色题材电

影。 世界民族电影节是奥斯卡联盟和

国际电影节联盟里的唯一一个以民族

电影为主题的国际电影节。 该电影节

已成功举办了

16

届， 每一届都吸引了

众多国家数千部的影视作品参加，被

业内人士称为“民族电影的奥斯

卡”。（

任晓莉

）

我市本土影片《幸福山歌》

入围世界民族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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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丰区六旬老

农陈正水告别深山，在广丰城郊五

家坞村创办农家乐，其励志创业的

故事受到当地群众广泛关注。

陈正水家住嵩峰乡六石岩村

下山坑组，是位颇有经济头脑的

50

后。他

23

岁就被当地农民推选为生

产队队长， 带领社员种田耕地、封

山育林，兴修水利。 改革开放后，他

带着家人到乡政府所在地十一都

自主创业，有了一点积攒后又到外

地走南闯北掘到“第一桶金”。

近来， 他抓住广丰“开发城

北、拓展城西、优化城南、辐射城

东、提升城中”的大好契机，投资

200

余万元在广丰城郊开办农家

乐，在助力当地乡村旅游的同时，

又为自己再次创业开辟了新征

程。（

刘仁和 杨雪珍 徐志丰

）

广丰

6

旬老农

走出深山再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