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 责任编辑 熊亚光 刘 潇

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JIANGXI DAILY2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是我
国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对英雄的尊崇，对
先烈的缅怀，正带给人们深沉的思索。

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指出：“对
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
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
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国家以法律形式
设立烈士纪念日，就是为了让后人牢记英
烈的丰功伟绩，使英烈的精神永续传承。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从革命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到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筚路蓝缕；从慷慨就义的
方志敏，到宁死不当俘虏的陈树湘；从舍
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到用身体堵枪眼的黄
继光……英雄烈士以身许国的壮志、造福
大众的情怀、舍己为人的抉择，不仅挺起了
民族的脊梁，也树立了价值的标杆，成为中
国精神的符号象征。

英烈的事迹和名誉是庄严历史的一块
块基石，不容撼动。然而，近年来网络上不
时出现质疑、诋毁、侮辱、诽谤英烈的错误
言行，污染了公众的眼球，干扰着人们的认
知。比如，有的人说，和平年代，董存瑞要
炸的碉堡没有了，黄继光要堵的枪眼没有
了，无私无畏、舍生取义的品质还有用武之
地吗？有的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以“还
原真相”之名，把英烈的壮举说成是“有违
生理学常识”“不合情理”，一度令不少人信
以为真。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宣扬、美
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尤其以“精日”现象为
代表，严重亵渎了为抗击侵略者而作出巨
大牺牲的英烈，以及无数惨遭屠戮的群众。

客观来看，一些人之所以产生上述模
糊认识乃至错误言行，有历史认知缺陷、爱
国主义教育缺失等方面的原因，但种种亵
渎英烈事件的背后，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在兴风作浪。利用互联网匿名传播的
特点，少数别有用心之人通过生搬硬套、偷
梁换柱、篡改歪曲等手段，对英烈进行抹
黑，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否定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进而全盘否定党的执政合法性。对于这种
卑劣的企图，人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
民族没有魂。几十年前，美西方国家分化
瓦解苏联，就是从否定他们的英雄开始
的。英雄一个个地被抹黑，苏联国民的精
神信仰和文化认同也跟着坍塌，随之而来
就是整个国家分裂、动荡。“当过去不再照
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如果我们
放任“英雄在网络舆论中二次阵亡”，美丑、
是非、荣辱的界限就会被混淆，价值共识就
难以凝聚，社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昨天你用生命捍卫我们，今天我们
用法律保护你。”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
园、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法治才是最有
力的武器。近年来，随着我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的出台以及刑法相关条款的完善，我
们已成功解答了“谁来保卫英雄”这一重
大时代命题，使依法捍卫英烈名誉、维护
正义的共识深入人心。一次次庄严的判
决，不仅让那些以贬损英烈、否定历史的
言行付出代价，也让不负责任的“解构”、
罔顾事实的“揭秘”没了市场。当捍卫英
烈、守卫良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公
众对民族精神的敬畏之心就会油然而生，
尊崇英烈、学习英烈、关爱英雄及烈士家
属就会蔚然成风。

英烈不容诋毁，历史不容篡改。捍卫
英烈，就是捍卫我们的精神高地；崇尚英
烈，就是守住我们民族的根与魂！

让英烈的精神永续传承
本报首席评论员 范嘉欣

本报讯（记者熊江萍）9月 20日，省委办公厅发布
今年第9期“民声通道”办理情况通报，通报的10个问题
在“民声通道”的关注和重视下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您
对当前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或者
对省委、省政府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登录网站www.
mstd.gov.cn、关注微信公众号 jxswxxztc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mstd@jiangxi.gov.cn，向省委“民声通道”表达诉求。

责令九星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停止生产
反映：九星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安装和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
落实：经上饶市广信区委核办，区生态环境局对该

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
止生产，并完善废气处理设施系统，同时处以罚金 3万
元的行政处罚。目前，该企业已配套安装了三级水喷淋
系统+UV光解设施。

存在安全隐患的服装加工厂已搬迁
反映：南昌县金沙大道悦秀街时尚女性购物街区二

楼服装加工厂存在安全隐患。
落实：经南昌县委核办，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

大队、八月湖街道办事处、昌南新城派出所等单位立即
前往该服装加工厂进行现场核查，对该厂进行断电和关
门停产处理，并责令立即组织撤离搬迁。目前，该加工
厂已搬离金沙大道悦秀街。

村入口处已安装减速带和标志标牌
反映：国道G236东乡段（圩上桥镇上黄村路段）穿

村而过，存在安全隐患。
落实：经抚州市东乡区委核办，国道G236该村入口

处已安装减速带和标志标牌，为进一步巩固路段安全，
区交警部门又在下邱组路段安装了爆闪警示灯及“限速
30 公里/小时”的标牌，并加强对该路段的巡逻管控。
下一步，东乡区将对东临公路东乡段按照“双向四车
道+绿化带+非机动车道+绿化带+人行（健步）道”模式
进行提升改造，改建后的道路宽度可达30米，并在该路
段增设多处震动带，使沿途村民出行更安全。

责令养殖场对19眼深水井进行了封堵
反映：铅山县稼轩乡西洋村鳗鱼养殖场私自开挖了

25眼深水井，取用地下水养殖鳗鱼。
落实：经铅山县委核办，相关部门已责令养殖场对

其中的19眼深水井进行封堵，对预留作为应急水源的6
眼深水井安装了计量表。

新建一个多功能活动场所
反映：峡江县巴邱镇公共运动场地和运动设施少。

落实：经峡江县委核办，8月10日，县委主要领导专
程赴巴邱镇调研，广泛征集了群众意见。目前，在建的
一个老年人门球场今年底将投入使用；镇政府机关院内
篮球场已免费向社会开放；正在原东门社区改建一个约
1200平方米的休闲健身小广场。下一步，该镇将选址
新建一个集篮球运动和其他休闲健身运动为一体的多
功能活动场所。

沿线十字路口已增设2处红绿灯
反映：于都县工业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沿线十字路

口未安装红绿灯，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落实：经于都县委核办，县交管大队已在工业大道

与兴乐路路口、怡信路交会路口增设 2处红绿灯，并投
入使用。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已启动怡信路等 8条道路

“白改黑”项目前期工作，预计11月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饮水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
反映：修水县宁州镇打造“陈门五杰故里”旅游景区

后，导致竹塅村饮用水工程不能满足村民生活需求。
落实：经修水县委核办，县水利局已筹资8万元，在无

污染的水源地谢家坑新建取水点。目前，新的取水工程
已提前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村饮水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拖欠的工钱已全部发放到位
反映：安徽恒水公用工程集团拖欠抚州市临川区雨

污管网改造工程的农民工工资。
落实：经临川区委核办，项目承建公司已于 7月底

将拖欠的农民工工钱20万元全部发放到位。

暂停了九江碧桂园公司在柴桑区的所有业务
反映：柴桑区碧桂园小区房屋存在裂缝和下沉等质

量问题。
落实：经九江市柴桑区委核办，区住建局暂停了九

江碧桂园公司在柴桑区的所有业务，给碧桂园总部发送
了督办函。9月7日，在碧桂园项目部召开了协调会，九
江公司已成立专办小组，9月份对建筑下沉问题进行检
测，10月份签订加固工程合同，12月底前完成施工。

已将澡面街的限高杆由2.3米调整为3.3米
反映：奉新县澡溪乡澡面街因限行大货车安装限高装

置，导致城乡客运班车不能经过，给当地群众乘车带来不便。
落实：经奉新县委核办，8月13日，澡溪乡会同县汽运

公司已将澡面街的限高杆由2.3米调整为3.3米，城乡客运
班车可在澡面街正常通行。同时，还在街道
两头安装了大型货运（农用）车限行警示标
志和电子警察设备，确
保集镇交通安全。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05号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于2021年9月29日决定接受龚绍林辞去江西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
关规定，龚绍林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相应终止。

现予公告。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9月29日

第106号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于2021年9月29日任命：

李江河为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免去：
陈日武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职务；
郭兵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职务。
决定免去杨泽民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厅副主任职务。
现予公告。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9月29日

第107号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于2021年9月29日任命喻德红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现予公告。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9月29日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姜烈辉，男，1968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财务总
监，拟任省管重点企业正职；

徐长节，男，1972年2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华东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行政工
作），拟任省属高校党政正职；

朱小理，男，1967年 3月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
学历，现任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党
政正职；

李明斌，男，1966年12月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
历，现任新余学院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党政正职；

赵和平，男，1969年11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现任南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一级高级
警长，拟任赣江新区副厅级领导职务；

徐波，男，1970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
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单位副
厅级领导职务；

高莉娟，女，1972年7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现任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
教研部主任，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程海腾，男，1975年 1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
历，现任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总队总队长、警务技术二
级总监，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陈志平，男，1971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正处级），
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卢姣龙，男，1973年 2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
历，现任省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拟任省直单位副厅
级领导职务；

盛茵，男，1973年9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
任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单
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黄建国，男，1965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正处级），拟

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兰昊，男，1979年11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现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信访处）主任、
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卢述银，男，1964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拟任省直
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谢志锋，男，1972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
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刘力群，女，1965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现任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
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张利民，男，1970年12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现任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一级调
研员，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陈长生，男，1977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处长，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
职务；

徐何明，男，1972年11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现任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一级调研员，拟
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职务；

张兴旺，男，1968年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
任南昌工程学院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拟任省属高
校党政副职。

上述公示对象中需执行任职试用期的，按照有关规定
实行任职试用制度。公示时间从2021年9月29日起至
2021年10月12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
2021年10月12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举报电话：0791—12380
手机短信：18170812380
举报网站：www.12380jiangxi.gov.cn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卧龙路999号
邮政编码：330036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
2021年9月29日

领导干部任前公示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1年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及2021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1年 9月 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交的 2021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以及 2021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 2021 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及 2021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 2021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931 亿元；批准 2021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同时，省人
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严格遵守预算法相关规定，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当年省级预
算或预算调整方案之前，不得提前组织发行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

2021赣企国际经贸合作高峰论坛
暨投资拉美推介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9月 28日，由江西省贸促会（江西
国际商会）主办的 2021 赣企国际经贸合作高峰论坛暨投资
拉美推介会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张鸿星，厄瓜多尔驻华大
使卡洛斯·拉雷亚、秘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等出席论
坛并致辞。

论坛以“共架友谊之桥，同筑合作之路”为主题，为江西与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我省企业“走出去”搭
建了桥梁和平台。论坛期间，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多米尼
加、巴拿马、墨西哥等国代表分别推介了本国贸易投资环境及
项目。江西国际商会与中国墨西哥商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
录。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专家围
绕“推动新时代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了专题演
讲。拉美国家代表与我省有关企业负责人开展了对话交流等
活动。

当日下午，拉美和加勒比各国驻华使节、商务参赞赴南昌
小蓝经开区考察。中国国际商会代表、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专家和省贸促会有关负责人陪同考察。

江西省监委首次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华 通讯员熊飞云）9月 27日，江西省监
察委员会就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向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专项工作报告。这是
党中央作出地方监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的决策
部署以来，省监委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

江西省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起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的领导。省监委依法履行宪法和监察法赋予的职
责，加强专案攻坚和指导协调，推动有关单位加强协作配合，
共同推进我省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
全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报告显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充分发挥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协调机制作用，省监委依法履行职责，推动全省追逃追赃
和防逃工作取得重要成果。2015年至 2021年 7月，全省共从
25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213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
人员38人、“红通人员”8人（含“百名红通人员”1人），追回赃
款 3.19亿余元，有效削减了外逃人员存量。特别是监察体制
改革以后，我省共追回外逃人员101人，其中外逃监察对象和
职务犯罪涉案人员 45人已追回 40人；追回“红通人员”5人，
其中“红通”国家工作人员全部清零；追回赃款共计 2.66亿余
元。我省 2015年以来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明显减
少，2020年至今无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效遏制
住了外逃人员增量。

当前反腐败斗争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追逃追
赃工作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对监察机关依法履行
相关职责提出更高要求。省监委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断完善省委反
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监督，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行使，构建“不能逃”“不敢
逃”的制度机制；坚持追逃防逃追赃一体推进，进一步构建完
善全方位防逃体系；创新工作方式，进一步提升追逃追赃工
作成效，推动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从严从实加强监察机
关自身建设，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追逃追赃工作队伍，为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龚绍林等辞去有关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21年9月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决定：接受龚绍林辞去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接受陈日武、郭兵辞去江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江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备案。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9月29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1. 任命张雪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2. 免去孙传循、解小明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3. 免去姜素平的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职务；
4. 任命吴曙明、葛春瑜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5. 任命蔡迎春为江西省宜春新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6. 任命雷武为江西省南昌长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7. 免去张玉华、蔡迎春的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8. 免去葛春瑜的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南昌铁路运输分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9. 免去吴曙明的江西省南昌长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10. 免去史瑞华的江西省宜春新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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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原创交响组歌音乐会《井冈颂》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由省文联主办、省音乐家协会

承办、省音乐家协会声乐专业委员会协办的大型原创交响
组歌音乐会《井冈颂》，9 月 28 日晚在江西艺术中心音乐厅
上演。

音乐会共分《民族的希望》《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歌
唱》《百年的道路》四个篇章。混声合唱《井冈谣》拉开了
音乐会的序幕。一批全国知名歌唱家与江西歌手通过合
唱、独唱、重唱、小组唱等多种形式，演唱了《三湾有棵红
枫树》《我站在黄洋界上》《七十七双草鞋》《弯弯的扁担》

《是你一直想着我》《杜鹃花开》《饮水思源》《井冈颂》等 15
首原创歌曲。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不时响起阵阵掌声。音
乐会在全场观众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
帷幕。

（上接第1版）不断拓宽职业院校学生发展成才的通道，让高
超技能助力学生人生出彩，奋力打造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高地。

职业教育既关乎国计，也关系民生。全省上下要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此次全省职业教育大会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推动职业
教育向更高水平迈进，为成就更多“技能改变人生”的精彩故
事，为助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上接第1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宣传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将其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的
重要内容，更好地鼓舞激励党员干部群众弘扬光荣革命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奋勇前进的强
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