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责任编辑 罗云羽 傅晓波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JIANGXI DAILY 政 文

“参加培训后，学会了做面点，民宿生
意也跟着带动很多。”靖安县中源乡三坪
村旭日山庄民宿老板钟有望高兴地说，自
从参加了面点培训班，自己的面点技术得
到提升，民宿的饮食不断丰富，回头客也
越来越多。

钟有望参加的面点培训班，是中源
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
要举措。该乡邀请专业高级技师为民宿
业主开展了为期 6 天的中西式面点培训
班，以此提升民宿接待水平。靖安县以
服务乡村振兴为切入点，针对城乡劳动
者的“培训要求菜单”，相继开展了面点
师、月嫂、岗位练兵、线上 GYB 创业培训

等多种职业技能培训，推进就业群众技
能提升。

“政府的贷款政策真是及时雨。”在江
西东南交联电缆有限公司，负责人钱东召
激动地说道，今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
外贸经济下行影响，公司面临资金困难。
靖安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了解情况后，立
即主动上门宣传创业贷款政策，指导他填
写贷款申请表备齐相关材料，并为公司开
通创业贷款“绿色通道”。不到 15天，400
万元创业贷款就发放到位，为公司解了燃
眉之急。

为加强就业政策宣传力度，扩大创业
贷款惠及面，靖安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组

织班子成员带队入企，面对面解读就业惠
企政策，今年已为园区127家企业提供“送
政策上门”服务，为 10家小微企业办理创
业贷款手续，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7 笔共
1960万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靖安县积
极贯彻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通过加
大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加强重点群
体就业服务、开展公共招聘等举措，解决
群众创业就业难题。该县通过走访企业
现场“抓药开方”，靖安就业网打通企业
网上招聘通道，实现“线下+线上”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宣传全覆盖；大力实施就业
扶贫、技能提升行动，落实青年见习计

划、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助力贫困劳
动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开展“春风行动”送岗下乡和“迎新春
送温暖 稳岗留工”网络直播招聘，为企
业与务工人员搭建沟通桥梁。据统计，
今年以来，靖安县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
能培训 732 人，创业培训 286 人，就业技
能培训 259 人，共计培训 1277 人；发放个
人创业贷款 343 笔共 7121 万元，直接扶
持 379 人创业，带动就业 1655 人。“接下
来，我们会继续强化举措，全力为广大群
众解决创业就业难题。”靖安县就业创业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唐诗文 项真真）

靖安县多举措解决群众创业就业难题

近日，南昌高新区麻丘镇纪委开展专题学习，组织学习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通过学、
思、悟、行相结合的方式，以学促用，补齐短板，提升精准监督
执纪能力。

为加深对指导性案例的理解，在集中学习完后，各村监察
联络员积极参与讨论，对照指导性案例，发表自己的意见。通
过思考和讨论，大家对如何精准运用法规条例有了更加明晰
的认识。这些案例为大家督查工作中出现的同类问题提供了
样板，为今后的驻村监督工作提供了标尺。

为真正学懂、弄通、悟透指导性案例，麻丘镇纪委将组织
纪检监察干部及时梳理本部门已办结和正在办理的案件，对
照指导性案例，不断加深对执纪执法要旨、定性量纪理由、纪
法条规适用等方面的理解把握，切实提高执纪执法工作能
力。同时组织监察联络员跟班学习、以案代训，切实加强对监
察联络员的培养指导，不断提高精准监督执纪能力，并动员基
层干部对指导性案例进行学习、对照检查。 (黄 琳 程子云)

麻丘镇开展专题学习提升执纪能力

悠悠章江，静静流淌，犹如一道护城
河，拱卫着千年宋城，也见证着这座古城
的日新月异、华丽变迁。

在章江右岸，绵延近 5公里的滨江公
园，远远相望，青葱翠绿，花木高低错落，
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座生态之城——
赣州蓉江新区悄然兴起。

“青山碧水绕新城、蓝脉绿网相融汇、
老树溪潭润古今”描绘了蓉江新区的生态
空间。

每一片绿色生态都值得呵护，蓉江新
区在开发建设中保留了原有坑塘水系、大
型乔木、自然山体等资源。大桥河是源自
峰山的一条溪流，沿岸植被茂密、古树众
多。新世纪（十里花溪）公园规划建设中，
根据水系高差，巧妙设置拦水坝，营造叠、
瀑、溪、湖、滩、汀等水景，形成多样化水台

花溪的景观效果。并在保留溪流沿岸古
树的基础上，种植多种特色花卉，形成极
具特色的花卉观赏空间。行至于此，不禁
让人放缓脚步，欣赏“花气袭人知骤暖，鹊
声穿树喜新晴”的旖旎风光。

每到周末，附近的市民陈先生一家总
喜欢来公园游玩，“在家门口有这么大的
公园，景致特别美，不仅让孩子有了游玩
之所，而且还能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独
特景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市民，新世纪
（十里花溪）公园刚对外开放时便人气爆
棚，迅速成为赣州市网红打卡点。今年

“五一”期间，公园日接待游客高达 3万余
人次。

绿色生态塑造了新区新形象，蓉江新
区规划建设“一廊五脉七星多园”绿地体
系，城区将实现300米范围内有社区绿地、

街头绿地等可供市民日常散步、休憩，500
米范围内有片区公园、中心公园可供市民
游憩、休闲。

园在城中、城在园中，打造山水花园
城是新区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直观
体现。蓉江新区坚持开放、共享，注重
人景互动，既留住鸟语花香，又植入城
市服务功能，推动着新区环境与民生相
关促进，不断提升着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总占地面积约 43 公顷的新世纪（运
动）公园是赣州市首个以运动为主题的综
合性公园，公园内 2万平方米的多功能草
坪，不仅可以承载棒球、足球、橄榄球等球
类运动功能，也可举办草坪音乐会等演艺
活动。网球场、篮球场、极限运动场、门球
场……各类运动健身场地，充分激发了公

园及城市活力，成为新区一张亮丽的城市
体育名片；游客中心、停车场、主题餐厅、
休闲驿站等各类完备的配套服务，也为市
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正在公园写生的张女士感叹道：“这
几个建成的公园氤氲着山水之气，如诗如
画、如梦如幻，我们的心灵得以沉静、安
放，特别舒适。”

生态立城、绿色先行。蓉江新区在高
标准规划引领下，滨江公园、新世纪（运
动）公园、新世纪（十里花溪）公园已精美
呈现，当塘公园、狮形岭公园、白鹭湖公园
正在火热建设。蓉江新区，一座高品质生
态综合体，传承历史文脉，逐渐绽放城市
之美，也为高标准建设美丽中国“江西样
板”贡献力量。

（谢称利 刘 芳）

如诗如画 生态之城绽放魅力

“洪国，西瓜我放在菜篮子里，晚点我
荆村的亲家会来取。”在萍乡市湘东区东
桥镇杨源村防疫卡口，村民陈述桃向志愿
者方洪国登记信息。设卡不设防，为方便
杨源村与湖南株洲市船湾镇荆村生活往
来，在卡口放置了一个菜篮子，这个菜篮
子成了两村物资“中转站”。

湘东区毗邻湖南东部，全区有6个乡
镇26个村与株洲市的7个乡镇29个村接
壤，省际边界线长数百公里。因株洲市发
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为做好疫情防控，湘
东区对赣湘省界公路交通入口设置疫情

检查站或防疫卡口，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
守，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荆村杨源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我们要为边界群众办实
事。”方洪国说，两村约定，由杨源村志愿
者代购油、米、纸等生活物资放到菜篮子
里，荆村再统一派人来领取，全程戴好口
罩，避免人员聚集。

8月8日早上6点多，荆村村民易年英
的孙子哭着跑到卡口，请求为生病的奶奶
购买治疗三叉神经痛的药品。方洪国立
即骑上车就往村里卫生所跑，到了那才知

道诊所没有这类药品，又跑到镇上的药
店，守到早上8点，药店开门买了药，送到
孩子手中。

“叔，现在暂时取消赶集了，还请您理
解。”8 月 9 日，荆村养殖户张发明想去东
桥售卖鸭蛋，道道关卡让张发明犯了难，
以前他的产品基本上销往东桥，眼下天气
热，蛋类保质期短，他又没有别的销售渠
道。方洪国见状自己掏出150元买下全部
鸭蛋。“我回村帮他销售，不能让荆村兄弟
为难。”方洪国说。

这样的暖心场景在赣湘边界时常发

生。东桥镇界头村与株洲市皇图岭镇界
联村，两村来往频繁。设立防疫关卡后，
两村村委会通过微信群沟通联系，实现防
疫信息互通，界头人在边界巡逻喊话，强
化疫情宣传，界联人捐赠物资到防疫卡
口，慰问值守志愿者。

“当前一方面是防止病例输入，另一
方面是与界联村共同防疫，我们正在筹集
丝瓜、苦瓜、豆角等应季蔬菜，准备供应给
界联居家隔离人员。”界头村党支部书记
王锋说，赣湘一家亲，相信很快可以战胜
疫情。 （温凤娇）

设防不设卡 赣湘一家亲

湘东区为边界乡邻排忧解难

“真的很感谢，要不是镇里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帮忙解决，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拿到这笔钱。”8月18日，家住南昌
县三江镇三江村的万先生来到该镇信访办公室，感谢工作人
员对他们的帮助。此前因工资问题与企业方发生纠纷，后由
信访办工作人员联系企业负责人，落实了相关情况，最后万
先生的诉求得到了圆满解决。

为把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解决在基层，三江
镇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机制，转变观念，多措并举，推动三江的
平安建设落到实处。

高度重视抓信访。三江镇党委多次在党委会上专题研
究部署信访事件，分析研判当前各类信访矛盾形式。重点对
涉及农田灌溉、精准扶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风险因素进
行精准分析，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述求表达机
制、矛盾调节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集中力量促稳定。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开展信访
矛盾化解工作。通过与推进“集中治理重复信访、化解积案”相
结合，对排查出来的问题逐项梳理，稳妥处置，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今年上半年，全镇共受理各类信访28起，
其中来信3起，来电6起，来访19批次。已办结27起，办结率达
96％。来电来信来访者均较为满意，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0％。

督查执行严要求。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机制，实行“一岗
双责”，真正做到接待群众时体现一个“迎”字，在解决群众上
访时突出一个“情”字，在下访基层时突出一个“亲”字，在群
众离开时体现一个“送”字，对因工作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张艳佳 刘小文）

三江镇抓信访稳定创新平安建设

近日，莲花县纪检监察干部在荷花博览园向莲农讲解《纪
检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工作规则》有关知识。该县纪委监委开
展信访举报宣传周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一线
宣传信访举报知识。 通讯员 李小斌摄

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为民办实事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蔡慧婷）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在“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深入社区开展社区微改造、爱心捐赠、
双拥座谈等一系列活动，切实做到为民办实事。

近日，该交易中心了解到淘沙塘社区环境脏乱差，及时资
助社区进行微改造，修缮破损路灯、庭院护栏并完善小区内的
消防设施，解决了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消除了安全隐患。交
易中心党支部还携手经堂巷社区党组织，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向困难家庭的孩子们捐赠了一批文具及红色经典图书，鼓励
孩子们积极向上、乐观生活、爱党爱国。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立秋以
来，漫步鹰潭市信江河边的生态步道，眼
前是蓝天白云碧水，耳畔是悠扬的二胡声
和啾啾的鸟鸣声，微风轻拂，十分惬意。

“常年在河里打捞垃圾，为的就是让
信江碧水长流，每次看到这干净的河水，
我心里都非常自豪。”河湖保洁员刘樟良
告诉记者，他家就在信江边上，以前以捕
鱼为生，现在响应政府号召，从渔民变成

保洁员，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通过定期
打扫清理河道，也带动了大家逐渐改掉乱
倒垃圾的坏习惯。

自2016年实施河长制以来，鹰潭市河
长办坚持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目
标，采用政府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保洁单
位对信江河面进行日常保洁。为切实推动
信江新区渔民转产转业，保障水上作业安
全，该市要求中标单位须优先聘用当地渔

民为保洁人员。自实行第三方专业保洁以
来，信江河面常年保持干净清洁，实现了无
成片浮萍、无白色垃圾、无病死畜禽、无枯
倒树枝的“四无”目标，有效提升了鹰潭城
区形象。“现在河水变清了，两岸风景也越
来越美，空闲时我都要带女儿沿河边走一
走，呼吸新鲜空气。”对于家门口的变化，住
在河岸不远处小区里的金女士深有感触。

近年来，鹰潭市始终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河长制”
推动“河长治”，对环境污染始终保持“零
容忍”的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危害群
众健康、威胁生态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
对污染企业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
采砂、盗砂行为，对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
场果断关停、责令搬迁，从而有效保护了
河湖生态环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河湖生态新局面。

以“河长制”推动河长“治”

鹰潭精心呵护信江水生态
江西命名31个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8月18日记者获悉，为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促进民间文化艺术繁荣发展，2021至2023年度“江西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命名工作结束，全省 31个县（市、
区）和乡镇获评。

据悉，此次命名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具有浓郁的江西本
土地域特色，将进一步推动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它们分别是：
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灯彩之乡、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戏
剧之乡、安义县龙津镇唢呐之乡、南昌市青山湖区南钢街道书
画之乡、庐山市蛟塘镇戏剧之乡、武宁县打鼓歌之乡、修水县
新湾乡廊桥诗会之乡、瑞昌市夏畈镇剪纸之乡、乐平市戏剧之
乡、上栗县傩文化之乡、莲花县三板桥乡楹联之乡、分宜县双
林镇夏布之乡、贵溪市樟坪畲族乡民俗之乡、兴国县山歌之
乡、信丰县合唱之乡、于都县唢呐之乡、铜鼓县永宁镇漫画之
乡、丰城市花镲锣鼓之乡、宜春市袁州区版画之乡、上高县锦
江镇摄影之乡、万载县潭埠镇开口傩之乡、鄱阳县戏剧之乡、
上饶市广丰区书法之乡、永新县书法之乡、永丰县潭城乡农民
画之乡、新干县剪纸之乡、泰和县万合镇狮舞之乡、抚州市东
乡区书法之乡、南丰县傩舞之乡、宜黄县禾杠舞之乡、广昌县
甘竹镇戏剧之乡。

8月16日，南昌市一青少年摔跤训练基地，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认真训练摔跤动作。暑假期间，该基地开设摔跤课程免
费培训中小学生，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本报记者 洪子波 摄

景德镇出台新政吸引人才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王景萍）记者获悉，为策应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吸引和集聚更多高层次人
才，景德镇市近日出台《高层次人才入住宾馆及出行便利政策
实施办法（试行）》《博士学历人才来景德镇考察观光优惠政策
办理暂行办法》等政策，为前来景德镇的高层次人才在入住宾
馆、旅游观光、交通出行等方面提供优惠待遇。政策规定，博
士凭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等，可直接进入景德镇古窑民俗博
览区、浮梁古县衙等15家景区参观游览。

强身健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