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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闵书记，你廉政档案中的重要社会关系一栏空缺，需要
你完善。”“杨主任，你廉政档案中亲清政商关系自查表不能空
白，应填‘无’或按要求说明有关情况。”近日，南昌高新区艾溪
湖管理处纪委工作人员在采集新当选村（社区）干部廉政档案
信息过程中，对不符合填写要求的，逐一向当事人反馈，要求
及时补充、更正。

2020年以来，为切实推动监督向基层延伸，艾溪湖管理
处纪委采取“电子+纸质”的模式，先后为400余名监察对象建
立健全了廉政档案，实现了机关、基层站所、村（社区）、小组干
部全覆盖。廉政档案内容实行应收尽收、全面审核、动态更
新，力求精准画像，做到见档如见人。

“建立健全廉政档案，目的是提升监督质效。”该处纪委负
责人介绍，“廉政档案不仅要‘建好’，更要‘用活’。一是全面
排查基础信息。综合分析廉政档案的基础信息，研判各部门
各单位政治生态，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查找廉政风险
点。二是重点核查关键信息。根据廉政意见回复或问题线索
处置需要，结合廉政档案对当事人廉政情况进行仔细核查、比
对，快速给出结论。三是随机抽查填报信息。不定期对重点
领域、重要岗位、关键环节监察对象的廉政档案进行抽查，发
现故意瞒报、错报、少报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通报曝
光，以保证廉政档案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据悉，2021年以来，该处纪委依托廉政档案先后对3个单
位、62名监察对象廉政情况进行核查，并及时作出廉政意见
回复，其中明确否决 3 人。下一步，该处纪委将继续探索创
新，扎实推进廉政档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打牢监督
基础，拓展利用价值，促进监察对象忠诚老实、廉洁自律、担当
有为。 （付恒宜 邵继塘）

建好用活廉政档案 助推监督向基层延伸

江西日报报业有限公司（江西日报
社广告部）现因事业发展需要，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经营人员。具体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1.项目负责人（1-2名）

2.经营人员（1-2名）

二、资格条件
1.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在 40周岁及

以下（1980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经营人

员在35周岁及以下（1985年7月1日以后

出生）。有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特别优

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三、岗位要求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

要求责任心强，积极肯干，工作踏实。
2.具备一定的采编工作经验，有较强

的策划能力，能独立完成大型创收活动
的策划、执行及运营。

3.项目负责人享受江西日报传媒集
团事业部负责人同等待遇，该岗位为目
标考核制，有自由组建团队、独立经营的
权利，应完成相应的年度创收任务；次年

经组织程序选拔，可聘为公司高管副职。

四、日程安排
1.报名
有意者从即日起至 2021年 7月 12日

24:00前，将个人简历、业绩简介、身份证（扫

描件）、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学历学位认

证报告等放于一个压缩文件。压缩文件发至

邮箱66724876@qq.com，压缩文件及邮件标

题以“应聘岗位+姓名”命名。每人限报一个

岗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名，谢绝来访。

2.考核

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择优录

用，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3.体检
体检参照最新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

进行，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4.聘用及待遇
一经录用，签订劳动合同。聘用期

间，根据劳动合同内容享受相应的工资
及福利待遇。

咨询电话：0791-86849840 龚女士

江西日报报业有限公司
（江西日报社广告部）

2021年7月6日

江西日报报业有限公司（江西日报社广告部）公开招聘经营人员公告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赣州建控集团各党支部通过调查走
访、深入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多渠道
多方式了解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
为民服务中践行初心使命。

支部共建暖民心
民生路社区党支部是赣州建控集团

机关党支部结对共建支部。长期以来，集
团机关党支部积极服务社区居民，支持社
区党支部工作，在 5 月 19 日“我为群众办
实事”调研座谈会上得知，社区老年服务
中心未安装空调、电风扇，如何消暑纳凉，
为老年居民提供舒适的休闲环境是当前

老年服务中心亟待解决的问题。
集团机关党支部为此立即协调，派出

专业人员，为老年服务中心装好了空调。
同时购置了一批电风扇、音箱和书籍，捐
赠给老年服务中心。常来社区老年服务
中心的郭大妈说：“多亏了赣州建控集团
给老年活动中心安装了空调，赠送了书籍
和风扇，让我们这些老太太、老头在盛夏
有了个休闲娱乐活动场所。”

环境整治畅民意
中华汉字文化主题公园是经开区重

点民生工程，是推动产城融合、服务全市
广大群众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然而，最
近，有游客反映汉字主题公园河道内有少

量垃圾，油污漂浮，影响公园美观，污染自
然环境。在接到反映后，集团立即组织员
工在河道内增设拦截网，过滤油污、垃圾，
集中打捞。同时，通过增设氧水泵，提高
水体流动，投放增氧片、解毒膏、青苔分解
酶、漂白粉等方式改善水质，提升了水体
清洁度，保护了自然环境。

此外，针对节假日汉字主题公园人流
量骤增、管理难度增大的问题，集团制定
专项方案，从各小区抽调保安、保洁，加强
公园管理、做好疫情防控，为群众打造放
假休闲好去处。

基建提速解民忧
城市污水管网的施工建设，能够增强

城市污水收集能力，有效保护水生态环
境，极大地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具有重
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推动项目建设，
赣州建控集团下属西城公司把负责建设
的 7个污水管网工程项目列入重点项目，
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加快推进污水管网
项目建设，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水生
态环境。目前，华坚路周边雨污管网分流
改造项目、滨江路沿江排水口改造项目和
社官背截污干管项目已完工，其他建设项
目正稳步推进。

接下来，赣州建控集团各党支部将继
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成为民办事的具
体行动，在为民服务中切实解决群众的身
边事。 （赣州建控集团）

赣州建控集团为民解忧践初心

6月 28日，2020年度江西省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昌召
开。透视 2020年度江西省科学
技术奖，越来越多的创新种子正
在江西孕育，炽热的创新火焰正
在江西持续燃烧。

看点一：基础研究持续深入
基础研究如同大厦的基座、

大树的树根。赣鄱科技工作者在
难度大、周期长的基础研究上狠
下功夫，勇闯创新“无人区”。

“基础研究是一场‘寂寞的长
跑’，只有经受得住挫折的人才能
走到最后。”这是南昌大学研究员
许恒毅时常勉励学生的一句话。
近十年来，他和团队成员在这场

“寂寞的长跑”中默默前行。今
年，他们完成的“纳米磁珠靶向高
效分离技术的理论创新及应用”
项目获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该项目创新了纳米磁珠靶向高
效分离技术理论，提出了基于纳
米磁珠识别靶点“暴露和放大”的

“两步法”磁分离理论模型，创建
了高效、“柔性”偶联的磁富集新
技术平台，建立了大体积静态磁
分离新方法，实现复杂样本中待
测物的高效富集和高灵敏准确检
测，为现场快速检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损伤与修复、缺失与再生一直是人类无限追求和不
断探索的世界性难题。江西理工大学帅词俊教授带领
团队针对人工骨植入物存在多孔结构制备难、生物力学
性能差、组织再生能力弱等问题，开展了激光增材制造
骨植入物的控形控性理论研究，研制了面向人工骨制备
的增材制造装备，阐明了激光成形中微纳结构的演变规
律。此次科技奖励大会上，帅词俊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
获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看点二：更多企业亮相科技舞台
获奖名单有个细节引人注意：“主要完成单位”栏，

企业的名字频频现身。
宜春大海龟生命科学有限公司、南昌大学、上海霍

卫工艺设备有限公司完成的“万吨级食用油脚高附加值
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项目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建成了全球第一条非橄
榄植物角鲨烯生产线，有力提升了中国在植物源功能性
产品工业化领域的地位。

在92项省科技进步奖项目中，企业参与的项目数为73
项，占比近80%；在15项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中，企业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占五分之一。在7项省技术发明
奖项目中，企业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有3项，占比43%。

看点三：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始挑大梁
数据显示，三大奖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平均年龄43

岁，45岁以下的占 67%，青年科技工作者已成为我省科
技创新队伍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副研究员李永辉是
一名“80后”，14年来一直奋战在水稻育种一线。此次科
技奖励大会上，他作为第二主要完成人参与完成的“矮
秆密穗优质水稻恢复系R225及衍生系的创制与应用”
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针对本世纪初
南方稻区主栽品种株型不理想、丰产性和稳产性较差等
问题，历时20年联合攻关，实现重大突破。品种在江西、
湖南等8省累计推广2914.9万亩，新增利润1.27亿元，增
收稻谷约 8.54亿公斤，创效益 25.77亿元，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看点四：民生“可感度”高
从生态环保到灾害防治，从农业育种到卫生健康，

获奖项目中，面向改善民生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创新
成果涌现。

省水利科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雷声带领团队完
成的“山洪灾害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获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7年以来，团队针对我国山洪
灾害风险防控长期存在的技术瓶颈，开展产学研用联合
科技攻关。目前，项目成果广泛应用于水利、应急、气象
等行业，建立的行业标准应用到全国 2058县，为江西 94
县（市、区）3000余万山区人民提供全面技术支撑服务，
因灾死亡人数大幅减少，防灾减灾效果显著。

陶瓷透水砖是一种经高温烧制、具有一定透水和保
水功能的陶瓷产品，可使雨水有效渗透到地下，降低城
市“热岛效应”，是“海绵城市”理想的地面铺设材料。景
德镇陶瓷大学江伟辉教授团队历时15年攻关完成的“新
型陶瓷透水砖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突破 6项关键工艺技术，研制了
专用压机和窑炉等关键装备，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成套完整的陶瓷透水砖生产技术，已在江西及国内多
家企业实现产业化，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环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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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这样
一个情节——潘冬子巧计运送
盐，这个精彩的桥段就是根据“盐
娘”聂槐妆的真实事迹创作的。

聂槐妆，1908 年出生于湖南
的一个小山村，1927 年 10 月，毛
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
山茅坪后不久，聂槐妆的丈夫便
加入了红军，聂槐妆也成为茅坪
乡妇女委员会的委员，经常为驻
扎在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秘密运送
粮食和药品。

1929 年 1 月的一天，乡妇女
委员会主席交给聂槐妆一项极为
重要但却非常危险的任务——给
山上的红军运送食盐。原来，围
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对各个
路口严密把守，企图把红军困死
在冰雪封冻的深山老林里。他们
对来往山中的人员严格盘查，对
疑为资助红军的人员，不分男女
老幼一律处以极刑。

“藏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面
对这样的白色恐怖，聂槐妆能成
功完成任务吗？”在丰城市新黄冈
学校文化礼堂的大屏幕上，漫画
中的聂槐妆眉头紧锁，聚精会神
想办法。王晓江接着说，“中午做
饭时，聂槐妆不小心把菜汤洒在
了衣服上，顿时，她脑中灵光一
闪，马上盛来一盆清水，往水里慢
慢放入食盐，待盐全部溶于水中，
她又取出棉衣泡在盐水中，待棉
衣吸干了盐水，再放在火盆上烤
干。第二天一大早，聂槐妆就挎
着一个菜篮出门了。到了国民党
军队设立的关卡时，沉着冷静的
她通过了士兵的检查。”

当根据地的同志们用这件泡

过盐水的棉衣蒸出一层细细的白
盐时，大家高兴坏了。后来聂槐
妆如法炮制，多次为红军战士送
盐 ，战 士 们 亲 切 地 称 她 为“ 盐
娘”。不幸的是，敌人最终识破了
聂槐妆的计谋并将其抓捕。他们
用尽各种酷刑，可聂槐妆始终坚
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宣讲结束后，礼堂内传出经
久不息的掌声，400余名在场师生
用自己的方式，缅怀这位神奇的女
英雄。该校六年级学生涂文杰说：

“战争很残酷，敌人很残忍，聂槐妆
很聪明。虽然我们现在处在和平
年代，但仍应该学习先辈们的精
神，把革命薪火接续传承下去。”该
校党员教师李兵感叹道：“我是一
名退伍军人，聂槐妆烈士不畏艰
苦、迎难而上、最终流血牺牲的故
事让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青年
教师，她的故事激励着我在今后的
教学中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

爱武装。革命战争年代，江西这
片红土地上有许多的女性，巾帼
不让须眉，毅然投身革命。“莲花
英烈”颜清珍，中共莲花县委妇运
部长，在刑场被敌人残忍割去双
乳，英勇牺牲；“红军大姐”危秀
英，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 30位
女红军之一，虽然个子矮小，却救
了很多红军战士；“井冈之花”贺
子珍，在革命中屡建奇功，至今仍
被广为传颂；“红军女司令”康克
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
导人，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
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
事业坚定不移……

革命战争年代，巾帼力量撑起
了红色政权的“半边天”，在历史中
证明了自己；革命胜利后，中国女
性完成了自立自强、自信自爱的蜕
变与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着巾帼力量。

向每一个了不起的“她”，致
敬！

艰险不灭巾帼志

她们是温婉闺秀，却用柔弱
的身躯为革命筑起坚实的堡垒；
她们是巾帼英雄，谱写了中国革
命史上的壮烈悲歌。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无数女性的身影出
现在战争的前沿阵地，她们不怕
艰苦、默默付出、身先士卒，为中
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5月31日下午，由江西日报
社、新余市委宣传部（新余市委
网信办）联合主办，渝水区委宣
传部、渝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承
办的“听老兵爷爷讲党史故事”
系列活动的最后一站，走进了丰
城市新黄冈学校。在该校文化
礼堂内，400余名学生共同聆听
了新余市渝水区“老兵宣讲团”
成员王晓江讲述的“盐娘”聂槐
妆的动人故事。

策划：罗德斌 张 雪 文字：本报记者 杨 莹 摄像：吴福清 本报记者 杨 莹 田 野 摄影：吴福清 本报记者 田 野 漫画：曹 划

她灵光一闪，马上盛来一盆清水，往水里慢慢
放盐，待盐全部溶于水中，又取出棉衣泡在盐水
中，待棉衣吸干了盐水，又放在火盆上烤干。

第二天一大早，聂槐妆就挎着一个菜篮出门
了。到了国民党军队设立的关卡时，沉着冷静的
她顺利通过了检查。

藏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藏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聂槐妆苦思冥想却聂槐妆苦思冥想却
仍没想出一个好办法仍没想出一个好办法。。中午做饭时中午做饭时，，聂槐妆不小聂槐妆不小
心把菜汤洒在了衣服上心把菜汤洒在了衣服上。。

根据地的同志们用这件泡过盐水的棉衣蒸出根据地的同志们用这件泡过盐水的棉衣蒸出
一层细细的白盐一层细细的白盐，，大家高兴坏了大家高兴坏了。。后来聂槐妆如后来聂槐妆如
法炮制法炮制，，多次为红军战士送盐多次为红军战士送盐，，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红军战士们亲切地
称她为称她为““盐娘盐娘”。”。

5月31日，退伍老兵王晓江正向学生们讲述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