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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即将过去。年终岁尾，工作千头
万绪，最不该要的是松懈。

疫情防控松懈不得。从国外看，随着北
半球进入冬季，多国单日新增病例数创下新
高，病毒传播呈现“从物到人”和“从人到人”
并存的新特征，疫情防控形势愈加严峻复
杂。从全国看，境外输入病例呈上升态势，
个别地方的本土病例也时有发生。对江西
而言，慎终如始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
落实常态化防控，特别是要密切关注疫情的
新动向，加强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
群、进口货物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比
任何时候都紧要。

完成目标松懈不得。各地各部门应对
照年初计划，奋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尤其要紧盯重大项目、重点工作攻坚。因为
这些目标任务的完成，往小处看，关系到本
地区本部门的目标顺利实现；往大处看，关
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圆
满收官。何谓圆满收官？就是收得了、稳得
住、能衔接。对照此要求，没有放松的余地。

维护稳定松懈不得。确保社会稳定、抓
好安全生产、防范各种风险、化解各种隐患，
尤其是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桩桩件
件，既是平时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年终岁
尾更是不能有麻痹思想、松劲情绪，决不能
一放松成千古恨、一松劲功亏一篑。确保稳
定虽是老生常谈，却必须警钟长鸣。

总结谋划松懈不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对发展形
势的分析研判，认真总结好今年的工作，谋划好明年的工作，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求人们不能有歇歇脚、松口气
的想法。有人说，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犹如一场
接力赛，无论是交棒者还是接棒者，唯有专心致志、心无旁
骛，一鼓作气向前跑，没有犹豫彷徨的时间。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今年的年终岁尾，对
应的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有道是，风云交
汇，成就万千气象；江河交汇，常睹惊人奇观；历史交汇，最是
波澜壮阔。收好官、起好步，不松懈、勇争先，顺应波澜壮阔
的历史大潮，推进民族复兴千秋伟业，需要我们发扬只争朝
夕的精神，因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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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冬日暖阳，山城资溪的乡村一片宁
静。但是资溪县石峡乡政府门前却很是热闹：新落
成的文化广场上，大家三五成群地在打羽毛球、下
棋，不远处的便民服务中心内来办事的村民，临走前
总要和乡干部聊几句家常。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我们帮老百姓做
了一件小事，就能拉近和百姓的距离。”石峡乡党委
书记方胜所说的小事，就是去年 10月启动的乡政府
围墙拆除。记者了解到，石峡乡政府围墙位于文化
广场东南侧，全长约 150 米，围墙最高处 4 米。墙外
是集镇街道，沿街住着 70 多户居民，也是村民进入
便民服务中心大楼的必经之路。

“这个围墙堵在中间，就感觉我们老百姓和乡
干部是两家人。”石峡村村民黄龙仔就住在围墙
外，距离乡政府直线距离只有 50 米，因为隔着这堵
围墙，他每次去乡政府送报纸都要多走十多分钟
路程。

围墙虽然不高，但无形中阻隔了当地政府与群
众之间的距离。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在居民心中形
成了一道难已逾越的“心墙”。

去年 9 月，石峡乡在群众意见大征集活动中收

集到数十条意见建议。其中，“要求拆掉政府围墙”
的意见引起乡干部的高度重视和反思。一番讨论过
后，乡党委书记方胜采纳党委班子成员的集体建议
表态：“绝不能让围墙成为阻隔我们党员干部和老百
姓沟通服务的‘心墙’，既然是百姓所想、群众所期，
我们就拆！”

2019 年 10 月，一台挖掘机开进乡政府，引起了
当地百姓的围观，百米围墙轰然倒下的一瞬间，现场
群众热烈鼓掌。围墙拆除后，当地还自筹 80 多万
元，把乡政府小院改建成了文化广场，并配备公共体
育健身设施，供附近群众娱乐休闲。

群众心中有杆秤。贫困户吴金水看到文化广场
上一个水池空荡荡的，就自己花钱买了几条小鱼放
到水池中，还不定时地来给鱼儿投食，“乡里把政府
围墙拆了对我们老百姓敞开，那以后这就是我们自
己家的院子，弄得漂亮一点是应该的。”谈起缘由，吴
金水如是说。

政府拆了一座围墙，老百姓多了一个“院子”，干
群同进一扇“门”齐心谋发展。今年上半年，常年在
全县乡镇绩效考核中排名倒数的石峡乡，收获了第
一的好成绩。

“这就是我们自己家的院子”
本报记者 蒋少征 李耀文

本报信丰讯 （记者郭辉民 通讯员李红生、刘滨） 今年
以来，信丰县纪委监委以“三个结合”为抓手，在建好、管好、
用好廉政档案，提升日常监督实效上持续发力。

该县做到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相结合。按照“一人一
档、全面覆盖”的要求，建立全县科级干部及重点岗位干部廉
政档案，并建立电子廉政档案一体化管理平台，做到双档管
理、一键查询，给廉政档案装上“电子眼”，使监督效应事半功
倍。定期更新与实时更新相结合。由县纪委监委党风室牵
头，督促各乡镇各单位于每年 1月集中报备个人重大事项变
动情况，在干部任用调整、民主生活会等工作结束后 15日内
更新档案内容，做到不漏项、不漏事、不漏人，提升档案内容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抓准个性与掌握全貌相结合。
通过廉政档案对干部收入、财产、信访举报、重要事项报告等
信息定期分析研判，为监督执纪问责提供基础信息。今年通
过对干部廉政信息和违纪违法记录比对，发现问题线索 42
件，立案21人，在廉政意见回复中提出否决意见13人次。

信丰“三个结合”提升日常监督实效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12月19日，记者从江西省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中心主办的江西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高峰论坛
上获悉，我省从31个儿童青少年视力重点监测点共调查有效
样本数 82660份，发现近视人数 39481人，抽样调查总体近视
患病率为47.8％。眼科专家呼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刻不容
缓。据悉，从儿童青少年视力重点监测点调查样本中发现，学
生随着学段升高，轻度近视构成比呈下降趋势，中、高度近视构
成比呈上升趋势，高度近视在12至15岁上升最为显著。

近视患病率近五成
我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刻不容缓

中国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宜春市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度联
姻，合资成立的数字经济公司——宜春市
数字经济产业运营公司，落户宜阳新区；
58科创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签约落户宜
阳新区。近日，宜春市宜阳新区喜下“双
黄蛋”，迎来了两大数字经济产业项目落
户。这是宜阳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
新动能。

宜阳新区是宜春的城市新区，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承载功能日益完善，成为一方
投资兴业的热土。近年来，为加快推动区
域经济转型发展，宜阳新区大力实施产业
兴区战略，把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主导
产业来抓，推动城市新区向产业新城转变。

宜阳新区数字经济产业的兴起，经历
了寻路、问路、开路的艰辛历程，宜阳人付
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介
绍，宜阳新区作为宜春的城市新区，多年
的重城市建设而轻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元
化发展局面，经济结构单一，缺少产业支
撑。如何加快产业发展，推动产城融合，
实现转型升级，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成

为该区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寻找的答案。
宜阳新区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这是摆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策者面前
的首要问题。经过深入研判，反复调研论
证，该区将大数据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决
定将大塘片区1300多亩连片储备用地，用
来建设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发展数字
经济产业。

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相融合，宜阳新
区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谋略与思路与众不
同。该区高规格组建队伍，出台了一系列
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委托国
家信通院编制了智慧经济产业规划，全面
启动了城市设计工作。同时，该区从出台
优惠政策、设立招商机构、成立大数据运
营公司等方面，以最短的时间建立了大数
据产业的全要素保障。大数据产业发展
的“宜阳速度”令人称道。

思路决定出路。大数据涵盖万千、包
罗万象，到底选择哪个板块？这是一个更
难抉择的问题。宜阳新区组织人员先后到
北京、天津等地学习取经。由于大数据产
业是新经济、新业态，各地的大数据产业大

多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基本没
有可借鉴的成熟经验，只能走自力更生的
产业发展之路。

从“贪大求全、撒网捕鱼”的初始期，
到“优胜劣汰、宁缺毋滥”的规整期，再到
如今的“龙头带动、链条牵引”的发展期，
宜阳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道路日渐清
晰。宜阳新区仅用2年时间就实现了数字
经济从零到产业园开园运营，再到企业产
值过亿元的华丽蜕变。目前，该区数字经
济产业园已累计签约企业 246 家，落地运
营近 100 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居全省前
列。数字经济一跃成为宜春市重点布局
的经济增长板块。

一个新区从小到大，一个产业从无到
有，最能考验这个地方的创业精神和干部
队伍的战斗力。2020 年是宜阳新区数字
经济产业园开园后的第一年，该区党工
委、管委会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扎实
开展“优环境、促发展”大讨论活动，充分
发动一切积极因素，先后实施了抢先招商
百日攻坚、派驻专员跟班蹲点、不见面全
托代办、零距离跟踪服务等创新举措，打

出了一套有力有效的招商安商“组合拳”，
有效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
响，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逆势上扬。

今年以来，宜阳新区成功引进了盛趣
游戏，落地了国民传奇产业园，签约上下
游游戏产业企业 60 余家；培育了胜道传
媒，联手近 50 家上下游企业，成立了宜春
市直播电商协会，助力该区直播电商经济
发展。截至11月，该区数字经济企业主营
收入突破 10 亿元，达 11.8 亿元；完成财政
总收入 4.29亿元，同比增长 20.6%，增幅位
居全市第一；经济发展考核指标完成率在
全市位居第一方阵，迎来了宜阳新区产业
发展的崭新局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数
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宜春市已将打造“省内领先、全国知名”数
字经济发展强市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
目标。日前，宜阳新区智慧经济小镇被列
入第三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这些难
得的机遇利好，城市新区的承载，数字经济
产业的赋能，宜阳新区这座朝阳之城，将迎
来更有朝气的明天。 （吴炳神）

数字经济赋能朝阳之城
——宜阳新区从城市新区到产业新城的嬗变

12月 20日，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纪委、镇人大组成专项
工作组，走访全镇精准扶贫对象，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特别
是“两业”（产业、就业）落实情况“面对面”听民声、“点对点”
访实情。 通讯员 陈 慧摄

本报讯（记者陈化先）12月22日，“决
战脱贫攻坚·江西省‘十三五’脱贫攻坚成
就巡礼系列发布会”上饶专场发布会在南
昌举行。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上饶所
辖鄱阳县、余干县、横峰县、广信区等国定
贫困县全部脱贫退出，1050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55.7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上饶区
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妥善解决，减贫目标顺
利实现。

上饶从六个方面举全市之力尽锐出

战、决战脱贫攻坚。全面构建作战体系，
认真落实“市县抓落实、乡镇抓推进实施”
的工作机制，按照“单位帮村、干部包户、
社会参与、民政兜底”的要求，共派出1752
个驻村工作队，选派 1471 名第一书记和
2918名工作队员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安排
60596名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动员517家
企业参与帮扶。2016年以来，上饶累计投
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9.9 亿元，同时，加
大对贫困群众信贷资金支持力度。目前，

全市累计对 4.6万户贫困群众发放扶贫小
额贷款 15.39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持续增
强贫困群众发展动能，共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 2405 个，培育致富带头人 4971 人，培训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精准扶贫带头
人1.37万人次，带动贫困户7.51万户24.11
万人；设立扶贫车间430家，吸纳贫困劳动
力4420人，累计开发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
6.99万个。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推进基本医疗

全面覆盖、义务教育全面保障、住房安全
稳定解决、饮水质量有效提升。推广“感
恩加油站”和“爱心兑换银行”，采取生产
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法正向激
励，开展“脱贫之星”“感恩奋进”等评选活
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同时，推进基
层党建“三化”建设和村级后备力量队伍
建设，大力培养致富带头人，着力增强基
层组织带领群众脱贫发展动能，打造一支

“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4个贫困县（区）、105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

上饶减贫目标顺利实现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12月 21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
了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结果，核定全国74家博物馆为
国家一级博物馆。其中，江西有6家博物馆入选，分别为八大
山人纪念馆、九江市博物馆、庐山博物馆、赣州市博物馆、景
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萍乡市博物馆。据悉，我省此次还新
增南昌市博物馆等23家国家二级博物馆，抚州市汤显祖纪念
馆等9家国家三级博物馆。

目前全省登记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155家，形成了以国有
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新生力量，省博物馆为龙头，
革命纪念馆和设区市综合博物馆为重点，县级博物馆为基础，
陶瓷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工业遗产博物馆等亮点门类突出的
体系架构。目前，我省共有74家国家等级博物馆，其中国家一
级博物馆11家、二级博物馆33家、三级博物馆30家。

新增6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12月21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向社
会公布江西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321 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 9759 件套 11737 件。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14 处、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866处；一级文物 382件套 457件、二级文物
1131件套1698件、三级文物8246件套9582件。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范围主要涵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
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重大标志性事件、承载
革命精神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与著名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爱国人士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与旧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相关的史迹、实物和
纪念设施，以及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密切
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

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

本报讯（记者骆辉）记者12月17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
省本科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排行榜公布，总体水平列前十位
的高校分别为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
师范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理工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赣南师范大学。

据介绍，评估体系包括国际化保障、师生国际化、国际学
术交流、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化等5个一级指标，以及17个
二级指标、81个监测点。开展国际化水平评估，旨在深化高
等教育综合改革，有效推进教育国际化，积极开展教育国际
合作与交流，提升高校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我省本科高校教育国际化
水平排行榜公布

寒冬时节，都
昌县芗溪乡井头村
村 民 利 用 晴 好 天
气，忙着将养殖的
新 鲜 鱼 类 进 行 腌
制、晾晒，加工成鱼
干供应年节市场。
井头村是鄱阳湖畔
的传统渔村，今年
以来，该村渔民全
部“洗脚”上岸，水
产养殖、加工产业
成为渔民转产就业
的重要渠道。

通讯员 傅建斌摄

转
产
就
业

（上接第1版）龙头企业引领新余工业经济稳步前进。新
余先后出台支持钢铁、锂电龙头企业发展的“30条措施”，取
得明显成效：1至10月，钢铁产业工业增加值和营业收入增速
分别为 5.3%和 19.3%，钢铁产业有望成为新余首个过千亿元
的产业；江西赣锋锂业年产5万吨氢氧化锂项目正式投产，达
产后总产能将达12万吨。

创新驱动和项目带动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余积
极引导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去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达17.3亿元，占全市GDP比重1.82%，连续3年增长率超
20%。同时，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融合发展，率先在
全省建设了“5G+数字工厂”和“区块链+带钢产业供应链”。
四年来，新余共实施413个重点工业项目，实际完成工业投资
483.4亿元，项目建设成为工业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

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新余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组织市领导、帮扶单位和特
派员精准帮扶企业，推行“24小时见面制”。创立“仙女湖夜
话”政企对接平台，两年来，已打造成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畅通政企互动交流的品牌。目前，市政府和各部门共举
办“仙女湖夜话”259场，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1792个。

新余工业经济“触底反弹”强劲上扬

（上接第 1版）坚定不移推动与大湾区地区、长株潭地区
的产业协作，奋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以来，上栗县
斥资 60亿元推动赣湘合作产业园建设，全力主攻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粉末冶金）、食品药品等新兴产业。2017年率先举
办电子信息（深圳）投洽会，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先进装
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招大引强，吸引了丰达兴、联
锦成、宇柏林等湘籍企业家投资的“5020”项目集中落户，跻
身为赣湘边最大的PCB产业集群，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长株
潭产业集群的重要产业转移基地和产业配套延伸带。

围绕“政策最优、成本最低、办事最快、服务最好”目标，
上栗县对接大湾区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和行政服务标准化，投
资 1.27亿元新建市民中心，率先组建行政审批局，进驻 33个
单位、618个服务事项，实现“一枚印章管到底”。此外，该县
还依托上栗公路口岸作业区，推进县内实现通关“一体化”，
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首选区提供一流的服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