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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将村级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金钥匙，突出政治引领功能、
文化聚力功能、资源实用功能、切实发挥
党群服务中心的党建“主阵地”、党群“连
心桥”、发展“催化剂”作用。截至目前，全
镇共高标准建成村级党群服务中心12个，
实现了服务党员群众全方位、全覆盖，使
之成为党员群众的聚集地。

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建好“初心站”。
该镇在建设和提升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工作
中，突出政治功能、党建主题和红色韵味，
优化设置了党员“初心馆”“体验馆”、党员
活动室、党史回顾厅、红色影片播放厅等，
每个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开放、开门迎

“客”。为辖区各领域19个基层党组织开展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提供阵地和教育
指导，促使每一位党员“有活力、不贫血，有
担当、不缺钙”，党群服务中心成为辖区党
员守初心践使命的“红色驿站”。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该镇已组织放映各类红色
电影 4场，举办辅导讲座 46期，开展“点亮
微心愿”主题党日活动13场，进一步引导党
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思想根
基，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突出文化聚力功能，织好“贴心网”。
该镇通过开设党建书吧、初心课堂、道德
讲堂等方式，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集中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
时，党群服务中心采取综合利用、一室多
用、资源共享，经常性组织青年党员、团员
在党建书吧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营造“人
人爱读书、人人读好书、人人善读书”的良
好风尚。同时，依托四点半课堂、道德讲
堂、书香驿站，固定开展“假日学堂”“家风
小课堂”“亲子读书会”等主题活动。湖田
镇党群服务中心发挥党组织政治、服务

“两大功能”，积极推行“爱心代办帮扶”
“错时服务”“四点半课堂”“幸福食堂”“志

愿服务日”等精细化、多样化服务措施，让
不同群体都能在党群服务中心找到归属
感，满足辖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突出资源实用功能，构筑“同心圆”。
为切实发挥党群服务中心服务群众作用
和功能，该镇还设立计划生育、社会服务、
社会救助、退役军人、党建综合等服务岗
位。并注重多元化参与，以党建为龙头，
充分整合宣传、文化、司法、妇联、残联等
部门资源，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置党群议
事厅、办公室、文体室等功能场室。并结
合实际创建了“党员之家”“妇女之家”“青
年之家”“志愿者驿站”等公益性群众活动
阵地，推进“党群一体共建、组织一体设
置、工作一体谋划、活动一体开展”的模
式，为党员群众提供党组织关系转接、党
员教育培训、党内关爱帮扶、矛盾纠纷调
处、便民代办、文体娱乐等综合服务，促进
党建活动、为民服务等功能在党群服务中
心集聚。同时，为了保证各村党群服务中

心“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该镇还制定
了村干部轮流值班坐班制度，保证每天至
少有2名村干部处理日常事务。

为进一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各村
党群服务中心还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
同人群的需求，充分利用和发挥服务场
所作用，科学合理设置了乐龄中心+幸福
食堂、书画棋牌室、文艺健身舞蹈排练
室、四点半课堂等服务场所。除幸福食
堂实行有偿就餐外，其余场所均免费向
辖区内的群众和各类组织开放，切实做
到场所用起来、服务搞起来、人气聚起
来、群众赞起来。

据统计，近三年来全镇12个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共举办各类服务群众活动
340场次，办理各类服务事项1930件，为民
办好事实事2618件，化解矛盾纠纷680件，
提供创业就业信息3720条，进一步提升了

“党建+”服务效能和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龙 剑 袁小明）

突出服务功能 打造红色驿站

湖田镇进一步提升党群服务中心党建功效

8月，在九江市柴桑区各大项目建设工地，塔吊林立、
机器轰鸣，看到的是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场面，感受到的
是千帆竞发的发展氛围。

今年以来，柴桑区牢固树立“重大项目就是重大业绩”
的思想认识，把项目建设作为赶超进位的“发动机”，开展
大会战。大会战战出了加速度，战出了好成绩，战出了新
高度，实现项目建设速度、质量双提升。

工业项目唱响工业强区主旋律
投资4.15亿元的沿江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14栋标准

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按下“快进键”；备受关注的赤湖公用
码头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经济要发展，项目是重点。
今年以来，该区坚持工业强区，深入实施铸链、补链、强链
工程，加快培育九大重点产业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和培育数字经济
上打好组合拳，工业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该区着力实施百亿产业突破工程，在新材料产业营业
收入突破200亿元，电子信息（含电器）、绿色食品、装备制
造、纺织服装等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100亿元上下足功夫。
在实施“冠军”培育计划，支持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传

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上争先进位。据统计，全区已
累计引进2000万元以上项目400多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 124家，纳税过亿元企业达到 3家。全区共实施重大
项目671个，总投资达2200亿元。

农业项目撑起乡村振兴顶梁柱
走进城门街道金桥村的产业园，蘑菇、蔬菜和中草药

长势喜人，这个面积达513亩的产业园是全区的农业重点
项目之一。

今年以来，该区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一乡一
园”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持续推进设施蔬菜、水果、
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岷山世铭、城门守信等
田园综合体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2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11个，引进3000万元以上农
业项目 6个。同时，加快产业融合，支持“来字号”龙头企
业发展升级，推进农旅、农工、农商联动发展，着力实现一
二三产深度融合。目前，已有龙头企业 38 家，其中国家
级龙头企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5 家、市级龙头企业 13
家，龙头企业销售总收入达 16.26 亿元，带动农户数达
4.77万户。

城建项目描绘城市发展新图景
今年暑假，家住柴桑区铜矿小区的王卫丰邀请兄弟

姊妹来“新家”避暑，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墙白了、
路面白改黑了，曾经堆满杂物的楼下广场整洁有序，新添
置的健身器材深受住户欢迎，还有四点半学校和社区图
书室……小区“颜值”直线上升，功能更加完善，焕发出新
的生机，住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该区按照“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
要求，扎实推进城市功能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大力推进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及全国文明城、国家卫生城创建工作，坚
持做美城市、做优环境，大力推进高速路口改造、城市主次
干道“白改黑”、外立面改造、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改造、农
贸市场改造、强弱电下地、“一河两岸”改造提升等工程，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在高铁新区建设现场，经过 1000多人
的彻夜施工，安九高铁过渡便线回拨至武九铁路正线顺利
完成……雏形已现的高铁新区，见证着柴桑区深入推进高
铁新区等重大项目建设的速度和激情。据了解，高铁新区
建设已累计投入32.5亿元，完成征地4600余亩，拆迁房屋
1400余栋、46万平方米，实施基础设施、公建项目28个。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柴桑区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纪实

张金玲 本报记者 练 炼

省农业农村厅所属企业
移交省国资委管理

本报讯 （记者游静 实习生俞洋）8月 4日，在南昌
举行的省农业农村厅所属企业移交省国资委管理签约
仪式上，省农业农村厅将直属5个农业场所及其他所属
企业经营性资产整建制移交省国资委管理并明确由省
水投集团承接。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对事业单位分
类改革的有关要求和部署，为贯彻落实好全省深化事业
单位改革重点任务，按照事企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要求，在省委编办、省国资委、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自
然资源厅和省医保局等部门指导下，省农业农村厅会同
省水投集团稳步推进直属 5个农业场所生产经营性职
能剥离，坚持“一所（场）一策”原则，有序推进了动员宣
传、人员资产摸底、方案调研起草、重大事项协商、有关
会议审议、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征求省直有关部门意见、
改革方案批复等工作，确保完成国有资产的顺利移交和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有序衔接。

以本次签约仪式为契机，省农业农村厅将积极履行
行业管理职能、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省国资委将充分发
挥国资监管职能、全力支持省水投集团接收并助推企业
发展壮大，省水投集团表示要加快推进企业规模上水
平、发展质量上档次、经营效益上台阶，共同做大做强省
级农业农村产业投资和发展平台，汇聚建设农业强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合力。

“江西绿色生态”标志管理办法发布
本报讯（记者林雍 实习生李田）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

布了《“江西绿色生态”标志管理办法》共6章26条，适用于在
我省依据“江西绿色生态”标准和相应认证规则开展的自愿性
认证及其监督管理活动。该办法的实施，对加强我省“江西绿
色生态”品牌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江西绿色生态”认证，是指认证机构根据国际通
行的合格评定方式，在产品和服务等领域，依据“江西绿色生
态”标准和相应认证规则开展的高端品牌自愿性认证活动。
认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原则。省
市场监管局依职责负责“江西绿色生态”标志的制度设计、总
体策划、统筹协调、标准公开等工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负责“江西绿色生态”认证的监督管理工作。通过
评价确认的认证技术标准，允许在标准名称前冠以“江西绿色
生态”标志，并及时予以公开。对出现重大质量事故或违法失
信的，有关部门将撤销认证证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3年内不
得再次受理被撤销证书企业或个人的认证申请。

崇仁改造农贸市场便民又利民
本报崇仁讯（通讯员文发、伟群）商贸中心农贸市场是崇

仁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因年代久远，破损不堪。附近居民向
县政府反映，买菜不便，希望尽早维修改造。随后，该县及时
安排财政资金，对商贸中心农贸市场进行高标准改造。“以前，
这里坑坑洼洼，积水多，来买菜生怕踩到水；如今，路面修好
了，灯也亮堂了，还有免费WIFI，真是便民又利民。”近日，附
近前来买菜的居民纷纷点赞。

崇仁县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紧盯群众急
难愁盼事，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回应关切，及时解忧。“对于
收集到的群众呼声，我们根据轻重缓急分步骤给予解决。”日
前，该县“创建办”副主任元智华说，针对老城区4个农贸市场破
旧、群众要求尽快改造的呼声，该县拿出1800余万元资金，相继
对城东建材农贸市场、宝水农贸市场、月池农贸市场等4个市场
进行改造提升。目前，宝水农贸市场等3个农贸市场已经竣工，
月池农贸市场正在加紧提升改造中，预计10月份完成。

“无烟山”背后的庐山电力人
丁玉华 王艳萍

庐山是国内率先打造的“无烟山”，是全国首座没有煤烟
污染的风景名山。自从进入“无烟”时代，居民日常生活及各
旅游服务网点全部电气化，用电量大增，对国网庐山市供电公
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庐山地理环境特殊，国网庐山市供电公司牯岭供电所夏
天巡线随时随地会邂逅毒虫长蛇；每次暴雨后沿山路的电杆，
都必须重新巡视加固；冬季线路覆冰也加大了工作难度，倒杆
抢修往往车辆不能到达，需要步行很长的山路，还要肩扛背驮
很重的物资设备；抢修地点多在山里，有时连个下脚的着力点
都没有，电力施工人员需要吊在树上或山崖上凌空作业。

庐山的房子木质结构居多，线路安全防火是重中之重。
为了防止居民和用电单位私拉乱接，违规用电，牯岭供电所除
了日常巡查、定期排查以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普及用电
安全知识。特别是旅游旺季，游客明显增多，民宿租住率上
升，线路负荷猛增。牯岭供电所定期检查线路，排查安全隐
患，发现线路老化及时更换，并且对全庐山公开了 24小时电
力报警电话，有任何用电问题全天候及时上门服务。

近年来，牯岭供电所全面推进庐山民宿内厨房、地热取暖
及生活热水等电能替代工作，再次擦亮了“无烟山”这张名片，
助力地方经济绿色发展。2020 年整个庐山年免烧标煤约
2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190余吨、二氧化硫 160余吨、粉
尘1450余吨，让庐山绿色经济发展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目前，国网庐山市供电公司致力于推广庐山民宿配套光
伏车棚、充电桩、风光储能一体化路灯等公共绿色用能配套设
备，并且根据客房能耗排名推出“绿电积分”奖励，提供多样化
绿色用能互动体验，吸引更多回头客，让庐山不仅是“无烟
山”，还是人们心中向往的“桃花源”。

广昌多举措助力莲企莲农
增产增收

本报广昌讯 （记者李耀文 通讯员曾恒贵）各地网红汇聚在
姚西村万亩莲池进行助农直播带货、邀请全国性电商平台采购人
员走进本地龙头企业考察……广昌县充分利用举办莲花旅游文
化节的契机，多层次多角度推广当地农产品，帮助生产企业和农
户增产增收。目前，通过线上和线下平台推介农产品 20余个，网
络平台总曝光量达1200万余人次，实现通芯白莲产值近7亿元。

该县开展“我为广昌代言”助农直播活动，通过邀请一批农产
品网络带货顶流主播走进全县龙头企业、农户家中，开展助力乡
村振兴、推介“三色”广昌助农带货直播活动，向全国网友推介广
昌的优质农产品，助推广昌白莲、食用菌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同时，组织一批本地龙头企业参加线下名优特商品展销会，帮助
参展企业开展宣传推介、打通市场销售渠道；邀请华润万家、美团
优选、步步高等十余家全国性电商平台及线下商超巨头采购部负
责人走进本地龙头企业开展考察活动，实现产销精准对接。

上图：近日，在丰城市尚庄街道侯塘岗村的特色果园里，村民正带着游客采摘黄花梨。近年
来，尚庄街道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集体资产经营权等措施，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吴文兵摄

左图：8月5日，分宜县红十字会与双林镇挂点干部来到建设村了解瓜蒌长势。该县县、乡两
级挂点单位加大对挂点村的帮扶力度，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推进乡村产业多元化、成特色，实
现强村富民、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黄传庚摄

特高压向江西日送“绿电”超亿千瓦时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 通讯员李映含、陈璟）8月 1日，

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日输送电量首破1亿千瓦时，
自正式投入运行以来，累计向江西电网输送电量突破28亿千
瓦时，有力促进了西南地区新能源的消纳，缓解了中部地区用
电紧张的局面。

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江西首个落地的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额定电压±800千伏，额定容量800万千瓦，
途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和江西 5省，线路全长 1696公里，
由线路和换流站构成。截至8月2日，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鄱阳湖换流站已安全稳定运行 38 天，累计输送
29.87亿千瓦时清洁水电至赣鄱大地，替代原煤 134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221万吨，助推江西绿色发展。

左上图：8月3日，石城县小松镇桐江村“尝一口”生态果园的无花果基地内，游客正在采收无花
果。近年来，该村因地制宜发展无花果、西瓜等旅游采摘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李方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