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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 代 赣 鄱 先 锋

江西检出3批次食品不合格
本报讯 （记者林雍 实习生李田）日前，省市场监管

局组织对省内销售的粮食加工品、饮料和冷冻饮品等 3
类食品，共 90 批次食品进行抽检。在饮料和冷冻饮品 2
类食品中，共检出 3 批次不合格食品，涉及微生物污染等
问题。

其中包括，由庐山天然山泉饮用水厂销售的，江西庐
山天然山泉饮用水厂生产的山泉水，铜绿假单胞菌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由奉新县碧云山水厂销售部
销售的，奉新百丈岭水厂生产的碧云山饮用水，铜绿假单
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由乐平市雪青老冰
匠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的，江西省乐平市雪青老冰匠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红豆冰棒，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省市场监管局已通知属
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责令食
品生产经营环节相关单位立即采取查清产品流向、停止销
售、下架、召回等措施控制风险，并将查实的进货渠道、产
地等信息通报相关管理部门。目前，对部分相关涉事单位
已依法进行立案调查。省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如已购
买或在市场上发现通告所列不合格食品时，请拨打食品安
全投诉举报电话12315进行投诉举报。

8月4日，正值中午饭点，在南昌市东湖区大院街道办
门口，社区一名大爷端来一份热乎的小吃，想请街道党工
委书记喻菡尝尝鲜。

记者见到这一幕，便忍不住问：“喻书记，大家怎么对
你这么好？”

喻菡笑了笑，说：“你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会把你
记在心里。”

6年多来，这个简单朴素的道理，让她始终与群众打成
一片。

42岁的喻菡是2015年从机关来到街道工作的。从街
道办主任到街道党工委书记，作为辖区 4 万余名群众的

“大管家”，她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名校研究生财务专业毕业的喻菡到大院街道工作，她

不觉得“亏”，虽然机关可以发挥一技之长，但街道社区同
样有广阔舞台。

由于大院街道位于原省政府大院内，辖区内省市级单位
多，行政级别不对等，让喻菡感到开展工作有难度。为此，她
尝试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基层党建联盟，打破行政壁垒。

在喻菡的带领下，街道积极对接共建单位，邀请辖区
内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担任街道“大工委”兼职
副书记，通过组织深度融合、人员交叉任职，开启共建共
享、为民服务的创新实践。目前，已有 41 家省市级单位、
29家“两新”组织的党员加入到大院街道“大工委”及所辖
各社区“大党委”队伍中。

街道所辖院二社区、广场北路社区地处中心城区，由
于服务用房面积小，无法满足群众办事和开展活动的需
要。去年，经街道与共驻共建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积极
沟通协商，原省政府大院沿街长廊部分封闭店面约 1500
平方米的面积被免费提供给街道使用，以打造院二社区、
广场北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及时间银行、健康小屋、幸福
食堂及其他文化教育服务设施的集成共享中心。如今，两

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均已投入使用，惠及7000余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街道社区是城市基层治

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穿好针、引好线？喻菡特别注重
发挥在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鼓励他们结合自身专长，
利用“八小时”之外到社区兼职。目前，大院街道已组建水
电维修、治安巡逻、医疗保健、法律援助等 24 支志愿服务
团队。自2017年以来，街道2600余名在职党员、近万名志
愿者已为辖区 2 万余名群众提供了生活照料、送餐送医、
应急救助、心理抚慰等志愿服务。

为群众倾心，带队伍倾力。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
者，喻菡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面对越来越多的白发，爱美的她显得很淡定。然而，
一聊到家人，她却不禁抹起了眼泪。喻菡告诉记者，这些
年她最亏欠的就是父母，老人身体不好，可自己陪伴得太
少。特别是去年疫情严峻时，她40多天吃住在办公室，父
亲做手术也没能回去陪伴……“孩子，有更多人需要你，好
好干！”父母的全力支持，让她有了舍小家顾大家的底气和
力量。

本报讯（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武刚燕、官结影）我省
推进公共机构带头过“紧日子”成效显著。近日，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十三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
资源工作评估情况的通报》，对各地区“十三五”时期公
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进行了通报，我省综合得分位
居全国第一。

据悉，“十三五”时期，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公共机
构能耗定额标准，出台《江西省公共机构绿色办公行为

准则》《江西省公共机构干部职工节水行
为规范》，首次从制度层面规范公职人员
绿色办公、节约用水行为，并先后就垃圾
分类、制止餐饮浪费、合同能源管理等出
台 10 余项标准制度。各地各部门扎实
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和任务。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与 2015 年相
比，2020年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用水量分别下
降 26.48%、14.38%、18.58%。其中，人均
综合能耗全国最低，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全国第二低，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
高。

绿色创建广泛开展。目前，我省已
建成 3300余家节约型机关，9300余家节水型单位，创建
179 家国家级、103 家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11
家示范单位案例入选首批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
示范案例。

示范表率充分彰显。公共机构践行绿色办公行动，
广泛应用节能技术产品，禁止餐饮浪费，实施垃圾分类，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办公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绿色
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街道“大管家”群众“贴心人”
——记南昌市东湖区大院街道党工委书记喻菡

本报记者 钟珊珊

人均综合能耗全国最低
我省圆满完成“十三五”公共机构节能目标

本报南昌讯 （记者卞晔 实
习生黎丽媛）“像，真像，好清晰
啊！”8 月 11 日，烈属陈志英从安
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手
中接过修复放大好的刘火金烈士
头像，72岁的她眼闪泪光，端着丈
夫的头像久久凝视。

此前，刘火金最清晰的一张
照片，是 1976 年与妻子陈志英和
女儿在广西南宁某部拍摄的三
人黑白合影。1979 年，刘火金在
边境作战中英勇牺牲。随着岁
月迁移，相片已模糊，拥有一张
刘火金的清晰头像，成为母女俩
的心愿。

由于时间久远，不少战争年
代牺牲的烈士未能留下遗像，或
仅存的照片早已模糊，这成为烈
属心中莫大的遗憾。“英雄是民族
最闪亮的坐标。”今年 4 月，根据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部署，安义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开展“替烈士
看爹娘、为烈属办实事”活动中，
结合烈属的普遍需求，决定将为
烈士画像列入“为烈属办实事”清
单，在全县开展该工作，完成更多
烈属的心愿。

跨越 45 年时空，如今手捧刘
火金的头像，丈夫年轻时的模样
在陈志英心中再次立体起来。为
烈士画像，弥补了她心中数十年
的缺憾。

“在安义县，像刘火金这样遗
像不清晰或缺少遗像的烈士共有
66 位，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壮
烈牺牲，身后却没能留下一张清
晰头像供后人瞻仰，确实很遗
憾。”安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宋千宴告诉记者，66位
烈士中，有42位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前，因为
年代久远，他们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很多烈属也很难
准确回忆出烈士当年的模样，这给画像工作带来巨
大困难。

为了找到专业画师，安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动
员全体工作人员，先后邀请到3位画师。该局一边派
工作人员带着画师辗转全县 11个乡镇查阅资料，访
问烈属以及和烈士接触过的战友、童年伙伴，为没有
任何影像资料的烈士画像；一边将烈士留存下的模
糊影像资料送至专业照相馆修复，制作清晰头像。
目前，该局已为9位烈士画像，修复好6幅烈士头像。

“能为烈士画像，是我的荣幸。”曾在上海某动漫
公司做插画师的杨浩文是安义人，记者见到他时，他
刚在电脑上完成袁觉苍烈士的画像。1939 年，时任
中共安义县委宣传部长的袁觉苍被日军杀害。屏幕
上，袁觉苍烈士五官清晰，栩栩如生。

“我们将成熟一个画一个，把为烈士画像工作
坚持做下去，让更多烈士得到安息，让更多烈属获
得安慰。”宋千宴表示，该局将拓展与美术机构的合
作渠道，并运用 AI 修复照片技术，更好地还原烈士
生前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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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个集体被命名为2019-2020
年度江西省青年文明号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8月 13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为
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努力创造一流的岗位业绩，彰显
一流的形象风采，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成员单位
决定，命名在 2019—2020 年度江西省青年文明号创建周期
中，符合创建条件且表现突出的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等360个创建集体为2019-2020年度江西省青年文明号。

这些青年集体来自不同行业、系统，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
突出业绩，在服务群众中弘扬了职业文明，在攻坚克难中展现
了青春风采，在改革创新中贡献了智慧力量，忠实践行了青年
文明号“服务一流、管理一流、人才一流、文化一流、效益一流”
的创建目标，充分体现了青年文明号“敬业、协作、创优、奉献”
的精神理念。

▶8月10日，横
峰县莲荷乡上畈村
村民在千亩荷塘内
采 摘 莲 蓬 。 近 年
来，该县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和乡村旅
游，让村民家门口
就业增收。

通讯员 晏 华摄

◀8月13日，宜春市袁州区竹亭镇社江村葡萄种植基地，游客正在采摘
葡萄。据了解，该镇积极引导农户种植特色农产品，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带
动农民增收。 通讯员 黄 棋摄

8月11日，资溪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政人员正
在使用无人机巡山。今年初，该保护区配置了6台无人机，为
区域内20.8万亩森林资源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特约通讯员 吴志贵摄

（上接第1版）规上文化产业微型企业 233 家，同比增加
77家，实现营业收入49.28亿元，增长27.4%，增速同比提
高 34.3 个百分点。小微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速由去年
同期“负转正”，对全省规上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

率高达80%。
尤为可喜的是，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你追我赶、奋勇争

先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全省有10个设区市规上文化产业
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所有设区市两年平均实现正增
长。同比增速排在前三位的设区市分别是抚州、新余和鹰
潭；两年平均增速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新余、吉安、鹰潭。

上半年规上文化产业营收超千亿元

（上接第1版）
百姓定实事，政府来做事。2017年以来，西湖区每年

从财政预算中专门划拨年度民生资金，用于“幸福微实事”
工程，赋能老旧小区改造，全体居民参与项目的征集、配
额、推选、公示、实施和评估等全过程，实现由“政府定实事
政府做”向“百姓定实事政府做”转变，提高了公共资源配
置效率。截至目前，西湖区共投入 3.6 亿元资金，在全区
99个社区（村）完成713个幸福微实事项目。

“民事民决民办”，没有人是旁观者。通过实施“幸福
微实事”工程，西湖区 130个社区的 629个治理单元，已有
624 个成立业主委员会（楼管会、自治委员会），占治理单
元的 99%，“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受”，社区成为居
民共同的温馨家园。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变了模
样，环境整洁的楼栋小院、焕然一新的基础设施、服务贴心
的邻里中心、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群众的生活品质和
幸福感大大提升。

质量、形象和竞争力实现“三提升”

南昌会展经济蓬勃发展
本报南昌讯 （记者宋思嘉）会展经济是城市发展的

助推器。近年来，南昌市按照“一核两翼、双轮驱动”的发
展目标，紧紧围绕“打造产业展”（一核）以及“引进全国
展、培育本地展”（两翼）等重点展会项目，积极对接国家
有关部委以及各全国展组委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申
办、引进一批高质量的大型品牌展会项目，为产业转型升
级赋能、为消费升级助力。同时，积极推进“会展赣军”计
划，吸引多家知名会展企业来昌设分公司，引入多个成熟
的会展项目。

截至目前，南昌市已确定全国流动品牌展会 15 个，
今年上半年，该市举办国际性、全国性展会 40 余场，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0%以上。其中，展览面积 46.92 万平
方米，比 2019 上半年增长 42.83%，会展经济保持快速发
展态势，会展质量、会展形象和竞争力实现“三提升”，
有力提升了南昌在全省会展业内的首位度、知名度和影
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