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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南昌市

邹德凤（女）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
医院医疗服务部主任、江西省巾帼志
愿服务协会会长，南昌市西湖区南站
街道邹德凤志愿服务团团长

罗玉英（女）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
坊镇进顺村党委第一书记、妇联主席

赵 琳（女） 南昌市第三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

应文伟 南昌县农业农村局畜牧
兽医局副局长，驻南新乡九联村第一
书记

邓红英（女） 江西南昌公共交通
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公司三车队
副队长

戴廷坪 南昌市青云谱区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汪智星 南昌市东湖区教研中心
主任

曾 辉 南昌市公安局直属一支
队党委书记、支队长

戴党太 南昌市公路管理局机关
党总支三级主任科员，驻新建区铁河
乡东阳村第一书记

姚宜品 南昌市第二中学海航部
副主任

胡金秀（女） 豫章师范学院特殊
教育系党总支教工党支部书记、豫章
儿童康复中心主任

涂小华 进贤县委组织部部务
委员

龚绍青 佛山市江西安义商会会
长、佛山市盾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李加庆 南昌市青云谱区京山街
道党工委书记

龚 璟（女） 南昌市青山湖区上
海路街道新世纪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

余耀武 南昌市新建区溪霞镇党
委书记

陶永军 南昌市新建区委卫健工

委委员，区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
黄云斌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

水湖管理处党委委员、副处长
周 红（女） 南昌市湾里管理

局红星扶轮五湖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

何桂琴（女） 南昌市红谷滩区九
龙湖管理处悦城西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殷春平（女） 江西恒实建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妇联主席、副
总经理

九江市

周裔开 都昌县鄱阳湖儿童慈善
救助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谭策铭 九江市柴桑区林业局技
术推广站退休干部（林学研究员）

谭翊泉 九江学院团委办公室主
任、驻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第一书记

徐 军 修水县农业农村局干
部、驻大椿乡新庄村第一书记

付 周 武宁县扶贫办党组书
记、主任

何秀东 瑞昌市第六中学副校长
伍术刚 共青城市苏家垱乡一级

主任科员
宛 双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轧钢厂高线综合班机修组长
沈爱霞（女） 彭泽县志愿者协会

（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站）职工
陈紫鑫（女） 九江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副科长
吴维阳 九江市浔阳区金鸡坡街

道新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荣森 永修县疾控中心主任
熊 杰 九江市人社局仲裁院院

长、驻都昌县土塘镇潘垅村第一书记
邹 鹏 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

催化裂化装置首席技师
李琴兰（女） 江西长江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满双华 德安县政务服务中心党

组书记、局长

景德镇市

姚石玉 景德镇市委信访局副局
长、珠山区委信访局局长

谢 芳（女） 景德镇市珠山区昌
河街道画眉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

王德新 景德镇市昌江区疾控中
心主任

吴 淦 浮梁县扶贫办党组书
记、主任

徐庆辉 乐平市洎阳“帮帮团”总
团团长

许建华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所长、党委副书记

施 琪（女） 景德镇市陶瓷研究
所党委办公室主任

周建中 景德镇一中物理教师、
科研处主任

丁来保 景德镇市西湖珍芝天
然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党 支 部 书 记 、董
事长

萍乡市

陈步上 萍乡市湘东区腊市镇明
塘村村民

刘志强 莲花县扶贫办党组书
记、主任

李维正 上栗县长平乡人民教育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谢芝兰（女） 萍乡市安源区工信
局退休干部

卢 彧 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
司安源轧钢厂棒线车间党支部书记、
主任

温绵传 萍乡市纪委市监委一级
主任科员、驻莲花县六市乡六市村第
一书记

向云星（女） 国网萍乡供电公司
城南供电中心营业班副班长

吴勇明 萍 乡 中 学 数 学 教 研
组长

宋杰光 萍乡学院转型发展办公
室副主任

新余市

聂绍昌 新余钢铁集团公司烧结
厂技术科长

喻宇飞 分宜县委办四级调研
员、驻洞村乡南村村第一书记

丁喜红（女） 新余市公安局渝水
公安分局天工路派出所教导员

周银古 新余市疾控中心卫生检
验科科长

吴闰生 新余学院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学院副教授、新余市“工博士”服
务团成员

付 林（女） 新余市人民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鹰潭市

周淑琴（女） 贵溪市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泗沥人民法庭庭长

肖冬样 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
区上清镇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巡护员

朱加太 贵溪市扶贫办党组书
记、主任

金君芳（女） 江西渥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范海燕（女） 鹰潭市余江区邓埠
镇沿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童金英（女） 鹰潭市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

徐爱华（女） 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教师

赣州市

袁守根 信丰县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县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顾问

肖卿福 于都县皮防所退休干部
廖学经 石城县小松镇江口村

村民
徐东华 瑞金市公安局象湖派出

所解放路警务区警长
朱运林 赣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郭初辉 定南县龙塘镇龙塘村
村民

李跃泉 兴国县高兴镇党委原
书记

陈隆梅（女） 江西蓝天路之友环
卫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金塘清扫班班长

柯瑞华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教师

温美松 国家税务总局上犹县税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三级高级主办

黄 海 麦格纳动力总成（江西）
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装配车间领班

徐国钻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李海林 全南县妇幼保健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

陈海英（女） 赣州市公安局刑事
警察支队DNA实验室主任、警务技术
四级主管

冯万华 大余县南安镇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干部

严代伟 宁都长茂黄鸡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宁都县青年商会执行会长

赖春生 安远县塘村乡塘村学校
小兔小学校长

李广兴 赣州市赣县区发改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

李寻富 寻乌县河东社区居民
刘宝贵 赣州蓉江新区高校园区

管理处党委副书记
邹金平 赣州三中党委委员、副

校长
孙有德 赣州市统计局机关第一

党支部书记、综合科长

宜春市

陈训杨 高安市大城镇洲上村
村民

熊厚礼 宜春市袁州区秀江街道
高士社区网格员

张包春 万载县双桥镇龙田村
村民

晏寒春（女） 宜春市看守所所长
童涛军 靖安县璪都镇干部

熊才卫 丰城中学党总支副书
记、校长

聂志坚 樟树市经楼镇中林村党
支部书记

赵险锋 上高县种子管理局局长
兼上高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

洪立洗 奉新县宋埠镇三洪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廖筱梅（女） 铜鼓县微爱公益党
支部书记、农商银行科员

姚志煜 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
名胜区洪江镇古庙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余定新 宜春市卫健委党委书
记、主任

杨文涛 宜春三中党委副书记、
校长

周国华 宜春学院物理科学与工
程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支部书记

冷辉林 宜春市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

曹 勇 宜丰县农业农村局科技
教育股股长、驻澄塘镇茜港村第一书记

上饶市

张素芳（女） 余干县青海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纪金星 上饶市广信区田墩镇黄
石村村民

何强生 江西兴安种业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天下禾育种研究
所所长

诸葛方林 弋阳县委党校副校
长、方志敏干部学院讲师

刘德波 德兴市香屯街道党工委
书记

张发波 上饶市委巡察办巡察
科科长、驻余干县杨埠镇箬源村第一
书记

周常旺 江西东方豹集团党支部
书记

孙 敏 万年县卫健委党委书
记、主任

（下转第8版）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7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红旗迎风招展，人们心潮
澎湃。在各界代表欢庆的盛大仪式中，“江西元
素”熠熠生辉。

嘹亮歌声，响彻广场。“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
党来比母亲……”庆祝大会开始前，由近 3000人
组成的合唱团以《唱支山歌给党听》开场。来自万
年县的 21岁姑娘叶芷菡是合唱团成员之一。她
从小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目前在华北电力大学担
任辅导员。今年 3 月叶芷菡经选拔加入合唱团
后，一直在为大会表演做准备。当日，在军乐团的
伴奏下，叶芷菡和合唱团队友们依次演唱了《团结
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新的天地》《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等歌曲，抒发对党的热爱和祝福。

空中战鹰，翱翔蓝天。“快看，飞机来了！”空中
护旗梯队拉开飞行庆祝表演序幕，直升机、战斗机
分别组成“100”“71”字样掠过长空，15架歼-20飞
机组成 3 个梯队呼啸而过，教练机拉出 10 道彩
烟。江西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此次空中护
旗梯队和教练机梯队分别来自航空工业昌飞和洪
都。其中，昌飞公司共有两型直升机参演，按照出
场顺序，一架直-8 悬挂中国共产党党旗，两架
直-10护卫，四架直-8分别悬挂写有“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的条幅，五架直-10组成“100”字样中的“1”字；洪
都公司 10架教-8组成箭头队形，喷出 10条美丽
彩带，向党献上生日祝福。

集体献词，昂扬奋进。“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
上的革命理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会上，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向党致以
青春的礼赞。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值得我们永
远铭记和大力弘扬。

来自我省的全国先进模范人物、全国“两优一
先”称号获得者等优秀代表受邀参加大会。大家

纷纷表示，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关山万千重，
需要一代代人的长征、一代代人的奋斗。再出征
的号角已经吹响，要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向着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唱出江西心声 飞出江西骄傲
——直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江西元素”

本报特派记者 万仁辉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昌飞公司制造的 5架
直-10组成“100”字样中的“1”字。 本报特派记者 梁振堂摄

（上接第5版）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
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必须扭住发展第一要务，坚
定不移实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
略，全力以赴提升发展之路，做大经
济总量，努力探索一条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子。必须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一招，发扬井冈山斗争时期“敢
为天下先”，永葆“闯”的精神、“创”的
劲头，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必须践行根本宗旨，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牢记以百姓心为心，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
神，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老一辈革命
家的崇高风范和光荣传统发扬开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把他们开创并为之奋斗的事业接力下
去，创造“第一等的工作”，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站在“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过往的
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梦想，远未
止步。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积极响应和
自觉践行党中央号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
荣。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昂首迈步新
的征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描绘
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续写
红土圣地新的时代荣光，努力创造无
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
业绩。

百年辉煌江西红 感恩奋进谱新篇

本报讯（记者杨静）“过去有法律问题，不知道该
找哪家律师事务所，要找个满意的律师更难，现在好
了。”由于外方恶意拖欠巨额货款，在南昌从事外贸业
务的王顺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抱着试试看的
心理，他登录“赣服通”法律服务专区，选中律师并留
言，不到一小时，就收到了律师回复。经过面对面沟
通，王顺心里石头落地，并签下律师委托书。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司法厅在“赣服通”平
台建设法律服务专区，首批上线律师和公证两大服务
功能，将法律服务的咨询、受理、办理等环节全部推送
到移动端，实现“掌上问”“指尖办”。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是群众心头牵挂的大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小事不小看，实事要实办。”省司法
厅厅长张强告诉记者，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厅在深
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细化制定了 8项为民办实事项
目，并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
为服务群众的实实在在成果。

公证“证明难、核实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省
司法厅通过数字赋能，接入政府相关部门信息系统，
实现公证信息网上共享、实时查询。同时，在偏远乡
村开设流动办证室，提供延伸服务、延时服务、代办服
务，开展为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公益服
务月活动。目前，全省公证事项“最多跑一次”项目从
原来的 39项增加到 50项，为 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办
理遗嘱公证 4393件，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办
理减免收费的公证事项1.9万件。

妇女儿童依法维权，司法鉴定援助来撑腰。省司
法厅在全省铺开妇女儿童司法鉴定援助中心建设，为
涉及妇女儿童的家庭暴力、亲子鉴定落户、猥亵幼女
案件等提供无偿司法鉴定援助服务。目前，全省11个
设区市已挂牌设立 17家“妇女儿童司法鉴定援助中
心”，并为近百起涉及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
提供免费司法鉴定援助。

法律援助，让农民工不再“忧薪”。省司法厅将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法律援助重点，深入开展“情
暖农民工法律援助”活动。全省各地公共法律服务机
构和法律援助机构已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6500
余件，为农民工讨薪2200多万元。

律师是江西公益法律服务的中坚力量，如何引导
全省律师队伍加入公益性法律服务队伍中，使之成
为百姓“身边的贴心法律顾问”？省司法厅部署开
展“江西律师公益集结号”活动，组建 12 支公益律
师团队，9176 名律师在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村（居）
法律顾问、法律咨询等 12 个领域开展公益法律服
务，为 13762 家民营企业提供“法治体检”公益服
务，为特殊群体提供法律咨询 10548人次、法律援助
2086件。

省司法厅还大力推进法律服务“乡乡通”工程，在
全国率先建设远程法律服务平台，让群众在乡镇司法
所就能享受远程帮教会见、远程法律咨询、远程法律
援助、远程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已累
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6万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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