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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赣榆区抗日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一座陵墓墓墙中央
安放着用60多斤子弹壳铸成的烈士铜像，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红
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即著名的红一团）首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
时期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八路军军政兼优的高级将
领符竹庭。

符竹庭，1912 年出生于广昌县头陂乡边界村的一个农民家
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
征。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团主任，1936年6月，进
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高干科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符竹庭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
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平型关战斗前，为了打好这一仗，他在全
团大会上作了令人鼓舞的战斗动员：“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人民
的子弟兵，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要消灭日本法西斯，打出八路军

的威风，为中华民族雪耻，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
1938年，符竹庭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辽阔的冀鲁平原成为以共产党为主的抗日战
场，有力牵制和抗击侵华日军。他领导创办了《挺进报》《挺进月
刊》，指导边区党委创办了《烽火报》，为宣传我党主张、鼓舞部队
士气、唤起敌后人民的抗战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春，符竹庭参与青口战役，拔除日伪据点十余处，毙伤
和俘获日伪军 1600余人，解放了从赣榆到柏汪的大片地区，创建
了滨海抗日根据地。同时，组织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为解
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 年春，符竹庭指挥反“蚕食”战役，6 天内攻克敌据点 16
处，歼灭俘获日伪军近千人，恢复了被日军“蚕食”的三个半区。
1943年1月，符竹庭运用“翻边战术”取得了攻克郯城的胜利，这是
我军以攻坚战方式攻克敌占区的第一座城池。郯城大捷后，他率
部又接连攻克了周围日伪军据点18处，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对我滨
海区的“扫荡”。同年3月，他任中共滨海区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
治委员，参加指挥赣榆战斗，生俘伪旅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

1943年 11月 26日，符竹庭在赣榆县黑林乡马旦头村与敌人
遭遇，不幸英勇牺牲，年仅31岁。

符竹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
本报记者 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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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萍乡市安源区
纵深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积极推行“一支部三中
心”小区党建模式，以小区党
支部为核心，把党组织建在
小区里、楼栋间、住户中，将
党建工作延伸至小区治理各
个环节，充分调动党员、业
主、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
极性，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

城郊管委会三角洲社区
凤凰天成小区通过“一支部
三中心”建设，强化“三方联
动”，即在党组织的带领下，
社区、物业、业主志愿者联
动，实现了共建、共治、共
享。社区工作人员突出“我
们多跑一趟，居民就少跑一

趟”的“妈妈式”服务理念，得
到大家的高度认可和满意；
建立居务监督工作微信群，
及时回应居民关切，今年以
来解决各类问题 21个；小区
志愿者纷纷涌现，70 多岁的
老党员赖桂昌义务当起“理
论宣传轻骑兵”，多次开展专
题讲座等，打通了基层宣传
思想工作“最后一公里”；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解决了居民
唱歌、跳舞、看书无场所问
题，并开展了“我们的节日”、
趣味运动会等活动，以“廉洁
萍乡”建设为抓手，打造家风
家训示范点，营造了文明、和
谐、美丽的小区向上氛围，让
党旗在城市建设中高高飘
扬。 （甘安君 王竹群）

安源区推行“一支部三中心”小区党建模式

全区“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
会组织）上缴税金占税收总额的 93.35%，

“两新”组织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占 80％以
上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党 组 织 单 建 率 达
100％。这是今年上半年，赣州市章贡区
创新党群共建机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成绩单。据了解，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该区专门实施了“党群共建 123”工作
机制。

该区建立党群服务中心，解决服务触
角延伸不够的问题。专门建设了集党员
之家、职工之家、青年之家、妇女之家“四
位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窗），

整合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
资源下沉一线，搭建“两新”组织反映和解
决问题平台，千方百计解决人才引进、劳
动用工、创业融资等方面的难题。疫情发
生以来，协调解决了复工复产难题685件，
帮助解决近 200 家企业用工需求，协调落
实各类融资贷款1.23亿元。

同时，该区还成立了党群联席会、党
群志愿服务协会，重点解决党群议事决策
不畅的问题。党群联席会每季度至少召
开一次，具体组织党群活动的开展、相关
法规政策的宣传、收集意见建议，对所收
集的“两新”组织在发展方面遇到的困难

问题，上报至属地党（工）委、区委“两新”
工委，参照“吹哨报到”方式办理。党群志
愿服务协会则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目前全区已组建18个党群志愿服务协
会，建立 54 支党群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志
愿服务600余人。

此外，章贡区还推行“三个三”工作
载体，解决党群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入不
够问题。该区采取从相关职能部门选
聘，由属地党委、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
联选配，根据辖区范围选派的方式，组建
了一支政务宣传员、党群组织员、社会事
务信息员队伍，到“两新”组织中进行政

策宣传、党群活动指导、收集整理意见建
议。该区还依托全区志愿服务资源，设
置了文化宣传组、才智助力组、爱心帮扶
组，常态化开展活动。该区还以组织建
设、活动开展、责任压实为重点，健全“三
协同”运作机制，着力推进党群组织协同
共建、党群活动协同融合、党群责任协同
落实。疫情发生以来，该区先后走访了

“两新”组织企业 200 多家，协调解决企
业突出困难 329 件。目前，章贡区“两
新”组织党群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比例
达该区 90％以上。

（王 潍 程 舒）

章贡区：创新党群共建机制 促企业高质量发展

初秋的丰城，红旗迎风招展，党群服务中心干净整洁，
群众办事顺心舒心，干部有了精气神。

丰城市基层党组织“三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
建设，从最基本的要求抓起、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最基
层的问题改起，逐村规划，整体推进，村村见效，基层党组
织更强了，党群关系更亲密了。

从“战斗力不强”到“组织力提升”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做好各项工作，关键在人；基层党

建点多面广，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丰城市推进“三
化”建设，把配优班子、建强队伍放在首位。

班子怎么配？丰城出台关于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
的十三条措施，建立台账逐村分析，配强“带头人”，配齐村
班子。目前，全市村“两委”班子结构实现了“两增两降”，
即45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各增长5%以上，60岁以上、初
中以下文化各降低5%以上。

干部怎么选？丰城建立村干部“凡进必审”制度，对新
进人员“个个过筛”，今年共联审村干部 282 人，审出不合
格人员31人。按照平均每村5人的要求，全市储备村级后
备力量2223人。

党员怎么管？全市开展“共产党员户”挂牌活动，党员主
动亮身份、作表率、树形象。各地推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1.59万名无职党员主动认岗履责，“小岗位”发挥了大作用。

从“干部说了算”到“干群商量干”
小港镇八都村，118栋危旧房、8600平方米宅基地，从

发动到拆除再到平整，仅用三个月时间。面对这张“成绩
单”，八都村党支部书记丁全发颇为自豪：“我们的做法是
一碗水端平，有事商量办，干部带头干。”

“以往大小事都是村干部说了算，结果是干部干、群众看，
工作推不动，吃力不讨好。”丰城市在“三化”建设中，把“四议
两公开”作为基本议事决策制度，变“干部说了算”为“干群商
量干”。去年以来，全市规范村级重大事项决策1864件，一些
啃不动的“硬骨头”，经过“多商量”都变成了“好商量”。

从议事决策到“三务”公开，从日常管理到年度考评，
丰城都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工作做得好不好、干部表现怎
么样，群众都能“说上话”，也倒逼了党员干部平时主动联
系服务群众。每月3日，尚庄街道建设社区党员穿上红马
甲，胸佩党徽，到留守老人、贫困户家中开展志愿服务，了
解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

党群之间“心墙”没了、“经络”通了，群众的揪心事、烦
心事逐渐变成了顺心事。这个变化，得益于基层党组织发
挥了关键作用。针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现象，
小港镇要求各村党组织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制定新的村规

民约，节俭办红白喜事，有效遏制了铺张浪费和彩礼攀比
之风。针对农村留守老人看护难，各地采取居家互助、社
会化服务等模式，建成幸福食堂521个。

从“办公室坐等”到“服务窗口接单”
群众到村部办事，要到哪间办公室，要找哪个人，往往

摸不着头脑；有些事要跑村里，跑镇里，还要跑市里，几乎
“跑断腿”。

“最后一公里”没打通，基层群众办事始终难。解决群
众办事难，是丰城“三化”建设的出发点。该市在各村（社
区）统一设立党群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村民理事室等“五室两站两中心”，建“柜台”搭“平台”，
打造党群服务“综合体”。

全面推行村干部集中办公、坐班值班、全程代办等三项
制度，下沉代办事项49项。现在群众办事，只要进村部一
扇门，到中心一个窗，找村干部一个人，就能一次性办好。

“三化”建设以来，村干部线下为群众代办事项2.9万件。
为让群众办事更快捷，丰城市开发了集办事服务、考

核评价、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党建信息化平台，
整合“赣服通”功能，将党员联在线上、服务放在网上，实现
了“一网知情”“数据跑腿”，累计线上办理群众服务事项
41.3万件。

从“三化”看变化
——丰城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侧记

甘国星 本报记者 邹海斌

▲9 月 3 日，南昌市青山湖区胡家小学
学生到梅汝璈故居参观，缅怀先辈光荣事
迹，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5周年。图为胡家小学的学生
们向梅汝璈雕像敬礼。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9月2日，南丰县洽湾镇抗战老战士郑
炳来走进洽湾中心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
校园活动，给学生讲述抗战故事，让学生铭记
抗战历史，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特约通讯员 袁 智摄

铭记抗战历史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公布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全国共680个乡
村入选，江西25个乡村在列。

我省此次入选的村庄是：浮梁县瑶里镇瑶里村、安义县石
鼻镇罗田村、芦溪县宣风镇竹垣村、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幸福
村、万安县高陂镇高陂村、南丰县市山镇包坊村、武宁县罗坪
镇长水村、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温汤镇水口村和洪
江镇古庙村、安福县章庄乡章庄村、永新县高市乡滨江村、广
昌县驿前镇姚西村、德兴市香屯街道杨家湾村楼上楼村、婺源
县紫阳镇考水村、溪头乡西岸村江岭村和蚺城街道上梅洲村
塘村、上犹县梅水乡园村村、大余县新城镇周屋村、资溪县乌
石镇草坪村和马头山镇永胜村、贵溪市雷溪镇南山村、石城县
琴江镇大畲村、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
和黄坳乡黄坳村。

江西25地入选第二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本报南昌讯（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袁茂华）9月2日，记者
从南昌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南昌市公安
局、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四部门日前联
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过推进“两法衔接”，强
化部门间的协作，依法严惩安全生产犯罪行为，以破解“以罚
代刑”的局面。

《通知》规定，对于查处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案件，发现违
法事实涉及的金额、情节、造成后果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明显
涉嫌犯罪的，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
送，不得“以罚代刑”。对于案情比较复杂、牵涉范围较广、涉
及对象较多或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重大案件，公安机关和
应急管理部门要及时进行专案会商，必要时可邀请法院、检察
院派员参加。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
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违纪违法线索的，
应当根据案件性质，及时向有调查处理权的监察机关移送。
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未构成犯罪的安全生产违法线
索，应当及时移送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据悉，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安全生产“行刑衔接”存在移
送程序不够明晰、移送依据不够完善、移送标准不够明确、移
送文书不够统一等问题，不利于打击安全生产犯罪。《通知》的
出台，有利于加强部门联动，搭建畅通、高效、便捷的案件移送
渠道，可以有效提升安全生产违法成本，以形成有力震慑。

南昌规定

安全生产犯罪不得“以罚代刑”

本报吉安讯（通讯员罗丽丽）“县卫健委落实先诊疗后付
费政策不到位、县残联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不到位、乡镇
规划所对危房改造审核把关不严……”近日，吉安县纪委监委
就脱贫攻坚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分别向县卫健委、县残联、
县住建局等扶贫职能部门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并以告知单
形式抄送分管县领导，压紧压实“两个责任”。这是吉安县创
新“一书一单”日常监督方式，构建“监督告知+约谈提醒+追
责问责”三级驱动模式，推动“两个责任”联动协同、一体贯通
的缩影。

吉安县纪委监委将纪检监察建议书、问题告知单作为日
常监督的重要载体，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先是及时下发

“一书一单”，提醒督促立行立改。对提醒督促后仍敷衍应付、
整改不力的相关责任人，再逐个进行约谈、压实整改责任，实
行全程跟踪督办。最后，针对仍拒不整改、消极应付、弄虚作
假的单位和部门及工作履职不力、整改工作拖拉滞后的个人，
严肃追责问责并通报曝光，坚决防止“一函了之”，推动形成全
流程全链条的监督“闭环”。截至目前，全县共发出74份监察
建议书、64份问题告知单，反馈责任落实不到位、干部作风不
扎实等问题181个，提出改进建议68项。

吉安县“一书一单”压实“两个责任”

本报莲花讯 （记者骆辉）今年以
来，莲花县闪石乡以推动基层党建“三
化”为抓手，采取多种方式强化流动党
员教育和管理，确保流动党员离乡不离
党、学习不掉线、流动不流失。该乡将
在深圳、东莞等附近城市的多名流动党
员组织起来，成立流动党支部，明确党
支部人员分工，提供党组织活动场所，
并按省、市、县要求对活动场所进行规
范，开展组织生活，落实“三会一课”制
度。该乡还用好信息化手段，推进流动
党员管理和教育，每个村通过建立党员
交流群，将所有党员拉进微信群，在群
内开展学习、交流；党小组长负责日常
联系所在党小组的流动党员，及时传达
党组织活动安排，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告知家乡重大事项。

闪石乡确保流动党员
学习不掉线流动不流失

本报崇义讯（通讯员刘宏春）今年以
来，崇义县铅厂镇把基层党建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促进乡村环
境越变越好。“三项责任”聚焦压力传导，
成立镇村两级领导小组，建立农村党员

“十二分”积分制管理考核办法，实行“三
比三评一体检”工作机制。“三张网络”聚
焦责任目标，采取网格化形式，建立镇村
干部包片网，由镇村干部共同负责工作
统筹、联系、指导和督促。“三类评选”聚
焦常态长效，评选清洁示范家庭，对评选
示范家庭进行表彰和典型宣传，并将评
选结果在村部张榜公示，建立“月月评”
考核制度，每月评比三个先进村组，三个
后进村组，并下发督查通报。

铅厂镇强化基层党建
促乡村环境变好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9 月 1 日，记
者从 2020 年江西省城市癌症早诊早治
项目启动会暨肿瘤登记随访技术培训班
开班仪式上获悉，我省将健全省、市、县
三级癌症防治网络，加快推进设区市级
癌症中心、肿瘤登记中心以及县级肿瘤
防治办公室的建设，并通过技术支持、人
才帮扶、远程医疗等形式，整体提升全省
癌症防治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癌症早诊早
治工作。连续 2 年在南昌开展“江西省
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共完成高危人
群问卷调查评估 36078 人，参与临床筛
查 12258 人次；启用了全省首台人工智
能移动筛查车，深入基层开展“肿瘤筛查
防治公益行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癌症筛查和早诊
早治服务。目前，江西省癌症中心正在
整合各方资源，编制发布防癌科普指
南。健全肿瘤登记制度，及时掌握全省
癌症发病动态，有针对性开展防治工作。

我省整体提升癌症
防治能力和水平

8 月 27日，兴国县禁毒委员会联合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在
该县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一场“大手拉小手”的家庭亲子禁
毒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
家长和孩子们的禁毒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通讯员 陈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