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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肖轶婷)“你们
村财务人员对财务政策掌握理解不够深
入、工作流程不够规范，可能会导致‘无
审批出账’等问题发生。”近日，南昌县银
三角党工委书记在对辖区内村党支部书
记进行政治谈话时，直指问题症结。

政治谈话旨在加强对“一把手”的
监督，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此次政治谈话，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履
行“一岗双责”以及贯彻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深化作风家风建设等情况。
与以往相比，更加聚焦政治责任，突出
上级对下级监督，注重“两个责任”协
同发力，更加突出问题导向，也更加讲
究方式方法，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截至目前，银三角党工委已开展
政治谈话 21 批次。

政治谈话直指症结

2020 年 10 月 10 日起，江西开展以打
击、整治、惩戒开办贩卖“两卡”（电话卡、银
行卡）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断卡”
行动，全力斩断“两卡”开办贩卖产业链，从
源头上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土壤。

截至目前，全省共打掉涉“两卡”犯罪
团伙 353 个，抓获涉“两卡”犯罪嫌疑人
5011 人，查获银行卡 12098 张、手机卡
90722张，查扣涉案资金1138万元。

“实名不实人”电话卡银行卡
加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近日，吉水县警方根据线索，快速打
掉一个国内卡商和菲律宾犯罪团伙之间
的中间“枢纽”，抓获犯罪嫌疑人 6 名。据
查，2020 年 3 月至今，该团伙已贩卖、运输
5000 余套银行卡“四件套”，非法盈利 460
余万元。

除银行卡外，还有人利用转码软件和
发卡平台，在网上公然出售手机号码，为
网络“薅羊毛”等黑灰产业提供接码服务，
给商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近日，弋阳县警方根据线索，打掉一
个接码平台窝点，当场查获电脑主机 35

台、可以同时管理近百张手机卡的“猫池”
279台、手机卡57473张。

“目前警方查获的电话卡、、银行卡被
犯罪嫌疑人分为‘小套’和‘大套’两大类。
一张电话卡一般能卖 50元至 150元，一张
银行卡50元至300元。”据省公安厅刑警总
队副总队长杨复宽介绍，大量“实名不实
人”的电话卡、银行卡被骗子购买后实施诈
骗，加剧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

因此，江西“断卡”行动将打击重点对
准电话卡带队、收卡、贩卡团伙和银行卡
开卡、带队、收卡、贩卡团伙，重点打击长
期专门从事“两卡”收购贩卖人员、与东南
亚诈骗团伙等境外团伙直接勾连人员，以
及将“两卡”邮寄至境外的物流公司和中
转站人员。

在全国率先实施“二次鉴权”
从源头斩断“黑手”

要斩断“两卡”开办贩卖产业链，需从
源头入手。

2020 年 10 月，江西成立由省公安厅、
省通管局、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省高
院、省检察院和江西电信、江西联通、江西

移动共同参与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工作厅际联席会议，警银、警企
协作，开展源头治理、技术反制。

省公安厅与省通管局联合联手，在全
国率先对电话卡实施“二次鉴权”。对新入
网用户三个月内第一次换机插卡的、一月
内多次新开号码或同一身份在同一基础运
营商开办多张号卡的，通过线上或线下方
式进行人、证、卡三项信息核验，核验通不
过的，一律暂停通信服务。“二次鉴权”系统
上线以来，全国涉电信诈骗案的江西电话
号码数量较高峰期下降40%以上。

此外，公安机关还配合银行机构开展
对对公账户、个人账户全面清理核查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银行机构已排查存量
对公账户 158.3 万个，个人账户 25290.5 万
个，特约商户 187.9 万个；累计对 4.2 万个
异常对公账户、15.3 万个异常个人账户、
7.7万个异常特约商户采取控制措施。

对涉案“两卡”开办人员
实施严厉惩戒

据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信息作战处副处
长詹晓纲介绍，目前黑市流通的“两卡”来

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群众主动出售牟利，
另一种则是相关单位的内部人员作案。

为有效惩戒涉诈失信人员、打击帮信
犯罪，江西在“断卡”行动中，一方面重点
打击“两卡”带队、收卡、贩卡团伙，斩断流
通环节，一方面重点整治“两卡”犯罪活动
猖獗的开办地重点地区、涉案“两卡”人员
较多的户籍地重点地区以及涉案“两卡”
较多的运营商和银行营业网点。同时，对
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相关单位和个
人实施严厉惩戒。目前，全省已惩戒涉电
话卡人员718名、涉银行卡人员2329名。

经过连续打击，“两卡”黑灰产业生存
空间被大大压缩，全省开户的个人银行卡
线索数呈下降趋势，电信网络诈骗发案走
势也明显回落。

詹晓纲介绍，下一步，江西将加强对
虚拟运营商、物联网卡、单位银行账户、支
付账户的重点治理，加大对涉诈人员信用
惩戒，推动征信体系建设，守护好群众的

“钱袋子”。他提醒，日常生活中要保管好
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等，不要为
了蝇头小利而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出
租、出借、出售给他人，否则将影响一生的
征信，甚至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缴卡10万余张 惩戒3000余人

江西“断卡”行动帮群众捂紧“钱袋子”
本报记者 杨 静

本报丰城讯（通讯员龚雯）近日，丰
城市荷湖乡杜家村的村民乐开了花，该
村建成了村史馆暨航空航天教育基地，
成为村民和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该馆
分为杜家村从古至今的渊源和航空航天
知识两部分，承载着该村的历史与文化，
成为忆古思今、科普教育、凝心励志的

“精神文明家园”，脱贫攻坚的一个个缩
影已挂在杜家村史馆笑脸墙上。

据悉，杜家村自 2017 年脱贫以来，
走出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旅游、蔬
菜、养殖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依托升
华山十里红杜鹃花海，每年接待游客达
4 万人次。目前，该村贫困户年人均收
入1.3万元，村集体年收入20万元。

村史馆里忆党恩

1 月 3 日，江西新
建经济开发区中国联
塑南昌生产基地，工人
正在加紧打包PVC-U
排水管件。该基地项
目总投资 20 亿元，占
地面积 380 亩，生产智
能化、高科技绿色环保
建材，为江西抢占国家

“新基建”战略高地提
供优质产品保障。
特约通讯员 涂 欢摄

“快看，我的大照片挂在正中央。”
2020年12月6日，安福县寮塘乡党建馆来
了几名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专程来看自
己照片的“最美脱贫户”。走在前面的龙
佳村村民杨长生，一眼就看到自己的照片
挂在“笑脸墙”正中央，不由得惊叫起来。

“你们看，我的也有，挂在最上面。”冻边村
脱贫户李香宝也在“笑脸墙”上找到自己
的照片，非常开心。

寮塘乡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88 户
910 人。近年来，该乡先后整合各类资金
2111 万元，重点发展烤烟、油茶、药材、光
伏、畜牧业、食用菌等扶贫产业，全乡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到这些扶贫产业中，
并涌现出一批自强自立、勤劳致富的脱贫
典型。这些典型包括通过流转土地种植
烤烟脱贫的冻边村贫困户刘尧彬、竹山村
贫困户刘卯英，坚持在棉鞋加工扶贫车间
上班并顺利脱贫的竹山村贫困户张福英，
购买小型电动吊机搬运砖块、砂石、水泥
等农房建筑材料年收入达6万元的龙佳村
贫困户杨长生。“最典型的要算冻边村的
刘香宝，因妻子患病致贫，在乡扶贫办的
帮助下，他扎根荒山发展家禽、水产养殖
和蜜柚、脐橙种植，脱贫后还创办扶贫车
间安排其他贫困户务工，由贫困户变成了

致富带头人。”寮塘乡乡长曾惠亮说。
前不久，该乡开展了一次“最美脱贫

户”评选活动，并组织部分“最美脱贫户”、
驻村第一书记巡回宣讲，用身边人、身边
事作为典型示范引领，总结推广脱贫典
型，为全乡群众树立“人穷志不穷，户贫志
不贫”的价值导向，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中，该乡特地聘请专业摄影师给“最美脱
贫户”拍摄笑脸照，并将照片张贴在乡党
建馆“脱贫的喜悦”专栏。“群众把‘脱贫的
喜悦’专栏称为‘笑脸墙’。”曾惠亮说，

“‘笑脸墙’上的笑脸，展现了广大贫困户
励志脱贫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

“最美脱贫户”上了“笑脸墙”
刘丽强 龙巧稚 本报记者 刘之沛

本报寻乌讯（记者李芳）“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
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小康那是不完
整的。”2020年12月1日早上八点，寻乌县文峰乡双坪村的村
村通广播里，“天天播报”栏目开始播报，65岁的村民王达礼在
家中院子里一边收拾百香果，一边收听。王达礼告诉记者，自
己上了年纪，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很多新闻和知识没法及时掌
握，“现在这个‘天天播报’里时事新闻、扫黑除恶、森林防火、
农业技术各种内容都有，听新闻还能长知识。”

寻乌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抓手，通过融通“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融媒体中心的功能
作用，利用各村（社区）村村通广播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进
行“天天播报”。记者了解到，该县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
选取党的创新理论，以及农业农村惠民政策、经典歌曲、红色
故事等，安排播音员用普通话和客家话进行双语录制，并在

“寻乌宣传”微信公众号、寻乌融媒 APP同步刊发，各文明实
践站可通过多个渠道下载播放。同时，结合群众需求，不定
期对节目内容进行优化和调整，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
健康、法律等“新菜品”。

目前，全县186个村（社区）文明实践站均常态化开展“天
天播报”，让党的声音唱响在基层。2020年以来，全县各实践
站下载播放党的创新理论、经典歌曲、红色故事等约17万次，
惠及群众约20万人。

寻乌“天天播报”
把党的声音传入百姓家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周曼）近年来，南昌大学充分发挥法
学院法学专家资源和普法宣教方面的优势，创新成立“融法志
愿服务党支部”，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以法育人”之路。

该校依靠法学院整合多方资源，高标准建设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党员之家等“融法志愿服务党支部”实践阵地。
在此基础上，支部通过与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等单位
开展定期合作、共建社区普法基地及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建
设普法志愿团等，高质量建设“普法基地”“法学社”“法律诊
所”“志愿团队”等党建+“四位一体”普法体系。此外，“融法
志愿服务党支部”发起并创立了江西省大学生普法联盟，将
九所高校法学力量凝聚成合力，深入社区乡村、政府机构，普
及法律知识，目前普法联盟已打造成江西省法学专业面向全
国交流的窗口。

南昌大学“融法志愿服务党支部”活力足

本报铅山讯 （记者吕玉玺）“我们房子的产权证办了 15
年，现在终于解决了，特别感谢信访局的同志！”2020年 12月
7日，舒有才拿着刚刚办好的不动产证高兴地告诉记者。针
对葛仙山镇港东街道22户居民建房未能如期办证问题，铅山
县信访局联合自然资源局、葛仙山镇等多个部门，经多次召
开信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了15年未办证的难题。

2020年，铅山县按照“抓领导接访包案、抓基层基础、抓
初信初访、抓机制创新”的要求，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心贴
心解决群众期盼，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进一步提高了信访工
作效率。村、社区一级是发现和调处信访矛盾最前沿，该县
结合“网格化+信访”工作管理模式，利用全县 750 个网格和
1250名网格员，及时发现信访隐患，第一时间介入，防止矛盾
激化。2020年以来，全县共上报隐患排查 4211条、矛盾纠纷
1131条，都得到及时化解。

铅山心贴心解决群众期盼

本报新干讯（记者杨建智 通讯员彭建新）进入冬季，天
气日渐寒冷，但家住新干县城北化工厂保障房小区的陈金祥
老人心里却倍感温暖。不久前，在新干县房管局的关心下，
她搬进了城北化工厂保障房小区居住，实现了居有所安。

“以前的房子黑暗潮湿，犯起风湿病来很是难受，现在住
房条件改善了，身体也舒服多了。”陈金祥老人告诉记者，她
十分感恩党的好政策，得知要实施棚户区改造，第一个签字、
第一个搬迁，为拆迁工作开了个好头。该县房管局干部也十
分关心她的生活，不仅帮助她按政策住进保障房小区，还经
常上门关心她的生活。

2020 年 1 月以来，新干县精准施策，对全县 1157 户城镇
贫困户逐一上门走访，帮助 567户城镇贫困户享受到有关住
房政策，为262户城镇低保户发放了住房补贴，目前共计发放
住房补贴17万余元。

新干城镇贫困户居有所安

本报讯（记者陈化先）2020年12月31日，江西财经大学
虚拟现实（VR）现代产业学院正式揭牌。学院将积聚全球
VR产业资源和智力资源，努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平台
型、数字型、创新型示范性产业学院。

据了解，江西财经大学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主动
识变，以VR产业发展为牵引，充分发挥信息管理学院、软件
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艺术学院等学科专业优势，突出交叉学
科特色，取得了一批VR相关成果，形成了一套“产学研转创
用”的VR产业发展模式。同时，江西财经大学将联手北京理
工大学，推进产、学、研结合，打造VR产业人才双创基地和优
质VR+教育应用示范点，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具有丰富思维能
力、创造能力和运用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江西财经大学虚拟现实（VR）
现代产业学院成立

本报余干讯 （记者黄锦军）一支感人肺腑的时代赞歌，
一幅美丽无限的鄱湖画卷，一个充满温情的中国故事，一段
荡气回肠的人间真情。1月5日，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水乡春
晓》在余干县封镜。

该片取材于余干县脱贫攻坚战中的真实故事：鄱阳湖幸
福村扶贫工作队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健康扶贫等工作，
带领群众抓经济、促发展、讲文明、树新风，打赢脱贫攻坚战，
迎来脱贫致富的好日子，幸福村终于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剧
中主人公方彩云是余干县扶贫村第一书记们的集中代表和
缩影，体现了广大扶贫干部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崇高品德和情
怀，故事迂回曲折，引人入胜，充满正能量。

脱贫攻坚电影《水乡春晓》封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