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会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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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抗疫“姐妹花”
本报记者 刘 斐

“你到南昌参加省党代会啦！咱们所在代表

团住地没在一块，有点遗憾。”11 月 21 日，完成报

到程序的省党代表、省妇幼保健院九龙湖院区产

科负责人余腊梅在代表住地发送了一条信息，还

附上了一个微笑的网络表情。接收信息的是 2020
年在湖北随州抗疫一线，与她并肩作战 42 天的好

姐妹——省党代表、鹰潭市余江区妇幼保健院副

院长黄乐。

朴素的话语、亲切的问候，体现的是真挚温暖

的抗疫“战友情”。“去年 2 月 11 日，黄乐和我跟随

江西援随医疗队到一线抗疫。她比我小 8岁，我们

俩却有说不完的话。”在随州，拥有 19 年党龄的余

腊梅担任江西援随医疗队随州市中心医院第二临

时党支部书记，黄乐当时还是一名预备党员。两

人在昼夜奋战的日子里，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今年，余腊梅和黄乐都当选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代表。

“党代会全程封闭管理。我不在‘家’时总有

些不放心，上午还到病区、手术室、产房走了好几

圈，千叮咛万嘱咐。”余腊梅在微信里诉说着放心

不下工作的忐忑心情。

“你放心吧，咱们的伙伴们本事大着呢。”黄乐

回 复 道 。 抗 疫 一 线 彰 显 担 当 ，大 战 大 考 淬 炼 品

质。黄乐心里清楚，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经过抗

疫洗礼的医务工作者，更加懂得自己肩负的神圣

使命，更加懂得“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的深刻内涵。

“身边的年轻人深受影响。”

“中国人凝聚力更强了。”

…………

手机屏幕前，两人越“说”越有共鸣。进入党

代会时间，来自相同领域的抗疫“姐妹花”目标再

一次交集：忠诚履职尽责，圆满完成大会赋予的光

荣使命。

会场内外

记者随笔

共绘同心圆
谱写新篇章

本报记者 万仁辉

这个 11 月，注定将在江西发展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今天，省第十五次党代会隆重开幕。大会将

全面总结江西过去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系统

谋划江西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共赴盛会的 670 名党代表，代表着我省 233 万

名共产党员，他们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这次盛

会，承载着 4500 多万赣鄱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彰显了江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

要讲话精神，以“作示范、勇争先”的气魄担当，共

绘同心圆、谱写新篇章的信心与决心。

共绘同心圆，我们跨过一道道关、迈过一道道

坎。过去五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鄱

阳湖流域超历史大洪水等一系列大战大考，全省

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最大限度凝聚起团结奋

斗的强大正能量，在攻坚克难、闯关夺隘中不断开

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境界，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共绘同心圆，我们必将在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夺取一个个新胜利。未来五年，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全省上下将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

任务上来，携手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精彩的江西篇章。

新征程，再出发。我们相信，670 名党代表一

定能够忠诚履行政治责任，共同努力把此次盛会

开成一个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的大会，一个凝聚人

心、催人奋进的大会，一个团结民主、风清气正的

大会，不负全省人民期待，不负历史重托。

盛会聚焦

基层代表圆桌会

“十四五”期间，江西将努力打造创新政策最优、创新

成本最低、创新服务最好的省份。如何更好地以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成为省党代表关注的话题。

“我们团队的任务，就是通过‘互联网+数字智能化’，

帮助政府部门和传统产业企业‘上云’，有效削减成本、提

高效率。”来自中国电信九江分公司云网中心的省党代表、

工程师屈勇介绍，两年来，该中心开展“5G+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卓有成效，先后打造了 300 余个应用项目。其

中，和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合作的“5G+智能化

工”项目，成为国内化工行业内首个“5G数字孪生工厂”。

作为企业创新工作室的负责人，屈勇认为，数字经济

需要科技创新驱动、赋能，而科技创新的基础则是人才。

他建议，我省要以更大力度筑巢引凤，通过加快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推广运用“揭榜挂帅”、择优委托等方式，对在关

键技术上实现突破的科研人员加大激励力度，引导更多有

才华、有理想、有激情的年轻人投身科技创新工作。

近年来，我省通过实施重大创新平台攻坚行动，引进

了一批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支撑和引领作用的重大科研

平台。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便是其中之一。

“吸引高端人才，物质激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有用武之地，用项目和事业前景留人。”省党代表陈庆军

是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引进的首批研究员。他认为，目

前，江西的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大有潜

力可挖。未来，要力争打造创新人才高地，以全球视野，着

力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产

业紧缺急需人才。

人才是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对这一点，省党代表，赣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肖玉文深有感触。“只有全心全意做好服务，送去实

实在在的红利，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才能让专家人

才潜心研发、大胆创新。”他认为，实现创新引领需要人才保

障，而吸引、留住人才则需要理念创新，要敢于破除不合理

的体制机制阻碍，让八方人才在江西有用武之地。

据介绍，为广纳海内外人才，赣江新区拿出真金白银，

已累计兑现“赣江海智”“赣江创新”等四项人才计划奖励

补助资金 4000 余万元，先后购买 300 余套精装修人才公寓

配租。去年以来，赣江新区直管区新引进高层次人才 180
余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成立之初增加了 5倍多。

“未来五年，是江西全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关键

期。我们要继续努力，在各自岗位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接受采访时，省党代表们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期待。

打造创新人才高地 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朱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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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盛会，令人无限期待——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

点，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关

键时刻，我们迎来了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这次会议，谋划的

是未来五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会是怎样一个全新的江西。

新征程的号角，分外催人奋进——

肩负着全省 233 万名共产党员的重托，承载着 4500 多

万赣鄱儿女的期待，出席此次会议的 670 名党代表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

重任在肩，逐梦前行，代表们关注点在哪里？心系发

展 ，情 牵 民 生 ，他 们 对 走 好 新 的 赶 考 路 有 何 新 憧 憬 、新

期待？

征途充满艰辛，成果鼓舞人心
过去五年，江西人民历经了大战大考，收获了累累硕

果，获得满满的幸福。

“经济总量由全国第 18位前移至第 15位，25个贫困县

和 3058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长 8.8%……”省党代表、新余市渝水区委书记刘

颖豪掰着手指，一项项数着五年来发展与民生“看得见、享

受到”的变化和实惠。他说，五年来，渝水区和全省一道，

战疫情、抗洪涝，促改革、推开放，抓脱贫、惠民生，保增长、

稳大局，无论是“常规考”还是“应急考”，都创造了一个个

高光时刻，交出了一份份出色答卷。

“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产业结构，无论是财政收入还

是民生福祉，无论是城乡面貌还是干部作风，方方面面都

取得了巨大进步。”省党代表、高安市筠阳街道筠泉社区党

委书记付秀秀，为我省金灿灿的新答卷欢欣鼓舞。她说，

过去五年，省委始终坚持“小切口、大民生”，从“岗位、园

位、床位、车位”等群众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积极主动为

群众排忧解难，发展成果真切惠及广大城乡居民，让居民

把幸福写在脸上、甜在心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一名来自教育一线的党代

表，横峰县职业中学校长黄智萍对我省教育事业过去五年

的变化感受尤为深刻。“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教

育保障能力显著增强。”黄智萍说，江西教育实现了人民教

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历史性跨越。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基本建立，有力保障了

人民群众受教育权利，提升了国民整体素质。

五年征途充满艰辛，奋斗成果鼓舞人心。站在新起点

回首过往，江西发展的闪光足迹，深深印刻在赣鄱大地上，

也印刻在每一名党代表心中。

豪情满怀赴盛会，意气风发启新程
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未来五年，是江西发展厚

积薄发、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代表们纷纷表

示，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将确立今后五年全省发展的总体要

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必将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

向、凝聚人心，为江西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省党代表、赣州市副市长、赣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陈

水连说，本次省党代会，是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

议着眼于全省未来五年发展，将提出一系列新部署、新举

措，令人十分振奋、万分期待。

创新是第一动力。过去五年，我省大力拥抱新变革、

培育新动能，航空产业、VR 产业、物联网等一批新兴产业

正加速集聚。作为一名来自科技战线的工作者，省党代

表、晶科能源公司组件技术开发部工程师陈真对这次省党

代会尤为期待。“科技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本。此次

盛会，我比较关注的是未来五年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决策部

署。”她说，晶科能源作为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代表，创新

一直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她和同事们将继续致力于

光伏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勇当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为科技强省贡献力量。

东京奥运会上，江西姑娘徐诗晓与队友一起奋力拼

搏，斩获女子 500 米双人划艇金牌。当选省党代表的她，

表示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不断前行的动力，努力在国际赛

场上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此次省党代会，徐诗晓最关

注的是未来五年我省体育事业的规划和部署。她期望有

更多目光聚焦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希望能够不断加大在体

育领域的投入力度，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进一步提高全民体质。

“期待此次盛会能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人心，积极回

应群众对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新期盼。”黄智萍代表说，未

来五年，我省将如何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出台教育跨越式

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推动新高考改革和职业教育改

革方面，促进教育飞速发展，让人人出彩，真正实现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这一切都让人非常期待。

担当实干抓落实，走好新的赶考路
回首过去，成绩来之不易。展望未来，更待接续前

行。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的责

任感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全

面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和心声，共绘美好发展蓝图，

走好新的赶考路。

用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在抗击疫情一线，我省

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省党代

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九龙湖院区产科负责人余腊梅说，此

次盛会意义非凡，是一次统一思想行动、凝聚奋进力量的大

会。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将继续以一颗螺丝钉的姿态扎根

平凡岗位，不忘医者使命，尽心尽责为患者服务，以刻苦钻

研的匠心和锲而不舍的恒心，回报每一份性命相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系统全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经

过不懈努力，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和宝

贵经验，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吹响了集结号，发出了动员

令。在赴昌参加省党代会之前，付秀秀一直忙着给社区干

部群众宣讲全会精神。她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

为党的十九大代表，这次又当选为省党代表，她将把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和认真领会本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努力

创新宣讲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让更多人了

解省委决策部署，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作为一名国家级经开区的干部，最期待的是省委对工

业强省的最新战略部署，最憧憬的是省委对全省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描绘的美好蓝图，这些都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做

好各项工作的任务书和宝典。”陈水连代表表示，下一步，赣

州经开区将坚决贯彻落实好本次省党代会的决策部署，千

方百计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培育更多百亿元企业、千亿元

产业集群，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国家级经开区。

共绘美好新蓝图 走好新的赶考路
——省党代表畅谈新成就憧憬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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