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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在全省

上下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也引来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

论。立足新一轮区域竞争，正确认识和把握“强省会”战

略，需要澄清和消除对这一战略的误解和疑虑。

归纳梳理对“强省会”战略的不同认识，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强省会”战略与当前强调的协调发

展不相符；二是认为就区域发展而言，做强省会，将导致

资源被省会“虹吸”，不利于域内其他地方发展；三是认

为“强省会”是省会人的事，与省会之外的人没有关系。

进入“十四五”，“强省会”一词频频见诸媒体。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长沙、石家庄、福州、贵阳、太原、济南、南

宁、武汉、郑州、昆明、南京、杭州、成都、西安等省会城

市，都提出了“强省会”战略或强中心城市战略，超过全

国省、自治区省会、首府的半数，一些首位度并不低的省

会城市，还迅速出台了操作性极强的具体实施意见。“强

省会”之所以成为多地发展的战略性安排，是经济发展

和区域发展的规律使然。从城市化发展趋势看，提高区

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已成为各地培育建设城市群

和都市圈的重要抓手。省会城市作为区域内行政资源、

人才资源、科技资源、金融资源等发展要素的集中承载

地，在成为省域发展引擎方面，有着先天优势，特别是那

些省会城市独大的省份，省会成为首选地，合情合理。

协调发展并不是发展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发展的齐头并

进。“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这句话，用

在“强省会”战略的旨趣上，同样是贴切的。

“强省会”战略会不利省域其他地方发展吗？这一说

法是站不住脚的。在省党代会报告中，我们既看到“强省

会”战略，也看到建设九江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赣

州省域副中心城市、上饶和宜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规划，

更看到重点产业和功能的全省性布局。每一个设区市都

有自己的角色定位，都融进“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

同”的全省“一盘棋”中。那种把一个地方的发展，看成是

另一个地方发展的对立面的观念，是有害的。至于“虹吸

效应”，以 2020 年南昌 22.4%的全省经济总量占比，无论

是对省域内资源的“虹吸”，还是对发展的辐射带动，都还

是有限的。在今年的江西智库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大学教授王耀南提出了一个对策报告，谈到江西区

域发展时，他说：“目前赣西地区对接长株潭，赣东地区对

接江浙，而赣南地区对接海峡两岸和珠三角，全部对接别

的省份，忽略了本省核心的建设。”这席话，让人深思。这

至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没有一个“强省会”的引领带动，

其他地方的发展主导权旁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强省会”，强什么？提高自身的经济总量，提高在省

域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是题中要义。一座省会城市有没

有“存在感”，经济总量是一个重要指标，但这不是“强省

会”战略的全部。11月 4日，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南昌调研

时，明确要求“推动南昌经济首位度大幅提升，推动经济

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大幅提升”，同时也要求南昌在引领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引领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引领城市功

能品质提升、引领保障改善民生、引领创新社会治理、引

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六个方面率先“作示范、勇争先”，

再展英雄城雄姿。这表明，“强省会”的要求是综合性的、

全方位的，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强省会”。单纯追

逐经济总量规模扩张、不计代价追求 GDP 高增长，既不

符合时代要求，也不是“强省会”的目标。

“强省会”仅仅是省会人的事吗？这个看法不值一

驳。“强省会”固然要省会人苦干、实干，但共襄才能成大

事，这是简单的道理。目前江西发展势头正劲，省会强

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强省会”实现之日，一定是

江西崛起之时。

正确认识和把握“强省会”战略
阮启祥

一、第七届江西省道德模范名单（20名）
（一）助人为乐模范
1.万佐成、熊庚香夫妻 南昌市青山湖区石泉村村

民、“爱心厨房”创办人

2.江满凤 吉安市井冈山龙潭景区保洁员

3.李维正 萍乡市上栗县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创始

人、终身名誉理事长

4.张包春 宜春市万载县双桥镇龙田村村民

5.谢远泰 丰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食用菌研

究所所长

（二）见义勇为模范
1.胡红霞 生前系吉安市泰和县南溪乡南源村村民

2.周发春 景德镇市昌江区鲇鱼山镇礼城村村民

3.程学谦 上饶市德兴市新岗山镇新建村村民

（三）诚实守信模范
1.廖竹生 赣州市宁都县对坊乡半迳村村民

2.钟光平 吉安市永丰县佐龙乡富裕村党支部书记

3.徐金前 九江日报社新闻网职工，市爱国拥军促

进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

（四）敬业奉献模范
1.孙滨生 航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飞机钣金工

2.肖冬样 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上清镇护林员

3.杨辉利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护理

部副主任

4.张 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5.袁守根 赣州市信丰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

（五）孝老爱亲模范
1.周林香 上饶市玉山县仙岩镇吴家社区塘底小组

村民

2.曹有红 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

3.胡梅洪 新余市分宜县操场乡凤塘村村民

4.齐 丽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彭泽县供电分

公司职工

二、第二届江西省文明校园名单（317所）
（一）高校（17 所）
华东交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师

范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南昌航空大

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理工大学、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江西开放大学、九江学院、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陶瓷

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二）中小学（300 所）
南昌市（33所）：进贤县第一初级中学、安义县乔乐

中学、南昌市育新学校、南昌市八一中学、南昌市朝阳中

学、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南昌市第十六中学、南昌市第

二十三中学、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南昌市红谷滩区

碟子湖学校、南昌市昌北第一中学、南昌县洪州学校、南

昌县诚义学校、进贤县实验学校、进贤县李渡镇中心小

学、南昌市百花洲小学、南昌市邮政路小学、南昌市东湖

小学、南昌市北湖小学、南昌市珠市学校、南昌市进贤门

小学、南昌市书院小学、南昌市徐坊学校、南昌市三店小

学、南昌市香溢花城小学、南昌市新建区第三小学、南昌

市新建区长堎镇中心小学、南昌市育新学校红谷滩分

校、南昌二中高新校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学

校、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第四小学、南昌市站前路学校、南

昌市第十五中学。

九江市（28所）：九江市第六中学、九江金安高级中

学、九江外国语学校、九江实华学校、九江实验中学、江

西省庐山第一小学、庐山市第三小学、庐山市华林中心

小学、瑞昌市实验小学、共青城市共青小学、共青城市西

湖小学、武宁县豫宁学校、都昌县思源实验学校、都昌县

土塘镇中心小学、都昌县芗溪中心小学、彭泽县第一中

学、彭泽县彭湖湾小学、德安县第二中学、德安县第三小

学、九江市濂溪区第一小学、九江市浔阳区浔阳小学、九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滨兴小学、九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港城中学、修水县黄龙乡中心小

学、修水县第九小学、修水县义宁镇第六小学、湖口县第

三小学、九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景德镇市（15所）：景德镇市昌河中学、景德镇市陶

阳学校、景德镇市昌江一中、浮梁县新平中学、乐平市第

二中学、江西省乐平中学、景德镇市文艺小学、景德镇市

第六小学、景德镇市第一小学、景德镇市竟成小学、景德

镇市第十五小学、浮梁县第二小学、乐平市第一小学、乐

平市第十一小学、乐平市洪岩镇中心小学。

萍乡市（16所）：萍乡市第六中学、萍乡市田家炳中

学（萍乡四中）、萍乡市第三中学、萍乡市湘东中学、芦溪

县濂溪中学（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学）、萍乡市上栗中

学、江西省莲花中学、萍乡市安源区第二学校、萍乡市安

源区南台小学、萍乡市安源区八一小学、萍乡市湘东区

实验小学、芦溪县宣风镇中心学校、上栗县栗江小学、莲

花县城厢小学、江西萍乡经济开发区横板小学、萍乡武

功山风景名胜区万龙山乡华云学校。

新余市（5所）：新余高新区第一小学、分宜县第二

中心小学、新余市新钢第一小学、新余市第一中学、新余

市渝水第四小学。

鹰潭市（10所）：贵溪市第一中学附属学校、鹰潭市

第八小学、鹰潭应用工程学校、贵溪市文坊初级中学、鹰

潭市第七小学、贵溪市第三小学、贵溪市实验中学、鹰潭

市第三中学、鹰潭市第十一小学、鹰潭市第六中学。

赣州市（63所）：大余县南安中学、大余县青龙镇中心

小学、大余县池江中学、江西省定南中学、定南县第三小

学、龙南市实验小学、江西省龙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龙南

市思源实验学校、江西省南康中学、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

学、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宁都县第三小学、宁都县固村

初级中学、宁都第六小学、兴国县实验小学、兴国县萧华红

军小学、兴国县隆坪中心小学、兴国县中等专业学校、寻乌

县城南小学、寻乌县实验小学、江西省崇义中学、崇义县城

关小学、赣县区特殊教育学校、赣县中等专业学校、赣县区

城关第四小学、赣州市第五中学、赣州市黄金实验小学、赣

州市天骄小学、赣州市第十六中学（原峨眉中学）、赣南师

范大学附属蓉江小学、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石城县第一小学、石城县第三小学、瑞金市叶坪镇新华希

望小学、瑞金市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学校、瑞金市思源实验

学校、瑞金市第三中学、瑞金市第四中学、安远县三百山镇

中心小学、安远县思源实验学校、安远县城北小学、会昌县

希望小学、会昌县第四小学、会昌县站塘中心小学、全南县

第二中学、全南县实验小学、全南县第三小学、江西省上犹

中学、上犹县第二小学、上犹县寺下镇中心小学、信丰县第

七中学、信丰县小河镇中心小学、信丰县第四小学、信丰县

大塘埠镇中心小学、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信丰县虎山乡

中心小学、于都县实验小学、于都县第六小学、赣州市第二

中学、赣州市厚德路小学、赣州市嵯峨寺小学、赣州市天竺

山小学、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宜春市（35所）：江西省宜春中学、宜春市黄颇小学、

宜春市第三小学、宜春市实验小学、宜春市文笔峰小学、

宜春市第六小学、宜春市康诚小学、樟树市药都小学、樟

树市阁山初级中学、樟树市樟树中学、丰城市白土中心小

学、丰城市剑声中学、丰城市晓春学校、丰城市沙湖小学、

丰城市筱塘中心小学、丰城市铁路中学、丰城市第二中

学、靖安县清华小学、靖安县第二小学、奉新县冯川镇第

三小学、奉新县干洲镇中心小学、高安市第七小学、高安

市第六小学、高安市灰埠中学、高安市石脑中学、高安市

第三小学、上高县第四中学、上高县敖阳小学、江西省宜

丰中学、宜丰县新昌镇第三小学、宜丰县黄冈实验学校、

铜鼓县第二中学、万载县潭埠镇中心小学、江西省轻工业

高级技工学校、宜春市宜阳新区官园学校。

上饶市（34所）：上饶市第一中学、上饶市实验小学、

上饶市第五小学、上饶市信州区朝阳中心小学、广丰区城

南小学、广丰区壶峤中心小学、广信中学、广信区第七中

学、广信区第八小学、玉山中等专业学校、玉山县下镇中

心小学、玉山县东城小学、铅山县第一中学、铅山县第二

中学、铅山县英将乡中心小学、横峰中学、横峰县第一小

学、横峰县青板乡中心小学、弋阳县第二中学、弋阳县逸

夫小学、弋阳县谢叠山小学、婺源县江湾镇中心小学、婺

源县紫阳第一小学、婺源县紫阳第六小学、德兴市花桥中

学、德兴市花桥中心小学、德兴铜矿中学、鄱阳中学、鄱阳

镇中心学校（小学）、余干县第一中、余干县第二中、余干

县第四中、万年县第三中学、万年县石镇中心小学。

吉安市（33所）：江西省吉安市白鹭洲中学、江西省

吉安师范学校、江西省吉安市第三中学、吉安市韶山路小

学、吉安市吉州区凤凰小学、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吉安

市阳明路小学、井冈山大学附属中学、井冈山毛泽东红军

学校、吉安县庐陵学校、吉安县凤凰镇中心小学、吉安县

城关中学、新干三中、新干县荷浦乡中心小学、永丰县恩

江第二小学、永丰县实验学校、江西省峡江县福民俊杰学

校、峡江县实验小学、吉水县邱陂中学、吉水县文峰小学、

吉水县黄桥中心小学、泰和县南溪乡中心小学、泰和县第

三实验小学、万安县实验小学、万安县第二中学、遂川县

草林中心小学、上海警备区希望小学、遂川县第二中学、

安福县平都第二小学、安福县第二中学、永新县城厢小学

二部学校、永新县城西小学、永新县永安中学。

抚州市（28 所）：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

校）、抚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临川区第十三小学、临川区

第一实验学校、临川区第七中学、临川区罗湖镇中心小

学、临川区大岗镇初级中学、东乡区第一中学、东乡区北

港小学、崇仁县中山实验小学、崇仁县巴山镇第二小学、

崇仁县马鞍镇初级中学、宜黄县水北新区小学、宜黄县

凤冈镇第一小学、乐安县第三小学、南城县第二中学、南

城县第二小学、南丰县桔都小学、南丰县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黎川县第一中学、黎川县实验小学、广昌县水

南圩九年一贯制学校、广昌县长桥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金溪县第二中学、金溪县实验中学、资溪县马头山中学、

金巢实验学校、东临新区太阳镇中心小学。

三、第二届江西省文明家庭名单（20户）
1.万佐成家庭（南昌市青山湖区）

2.凌继河家庭（南昌市安义县）

3.徐金前家庭（九江市浔阳区）

4.徐桃花家庭（景德镇市浮梁县）

5.李金霞家庭（景德镇市昌江区）

6.夏云剑家庭（萍乡市湘东区）

7.刘师民家庭（新余市渝水区）

8.李梅香家庭（鹰潭市余江区）

9.游兰英家庭（赣州市大余县）

10.邓小红家庭（赣州市崇义县）

11.杨谷雨家庭（宜春市丰城市）

12.谭良才家庭（宜春市袁州区）

13.张秀桃家庭（上饶市鄱阳县）

14.叶进泉家庭（上饶市婺源县）

15.彭夏英家庭（吉安市井冈山市）

16.肖建生家庭（吉安市遂川县）

17.江美春家庭（抚州市东乡区）

18.王印花家庭（抚州市黎川县）

19.朱小萍家庭（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胡生发家庭（萍乡市上栗县）

第七届江西省道德模范和第二届江西省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名单

各设区市文明委，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力弘扬

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德向善

的浓厚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涌现出一批事迹突

出、影响广泛、典型示范性强的道德模范、文明校园和文明家

庭，为社会各界和全省人民树立了道德标杆和价值导向。

为充分展示我省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奋进新征

程的强大精神力量，省文明委组织了第七届江西省道德

模范、第二届江西省文明校园、第二届江西省文明家庭

评选活动。按照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原则，经过严谨规

范工作程序，根据评选结果，省文明委决定，授予万佐

成、熊庚香夫妇等 20 名同志第七届江西省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授予华东交通大学等 17 所高校、南昌市八一中

学等 300 所中小学第二届江西省文明校园荣誉称号；授

予万佐成家庭等 20 户家庭第二届江西省文明家庭荣誉

称号。希望受表彰的先进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

挥榜样作用，在各自领域做出更大成绩。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扎实工作、锐意进取，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思想道

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新局面，为描绘好新时代

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携手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江西的精彩华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江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21年 12月 15日

江西省文明委关于表彰第七届江西省道德模范、第二届江西省文明校园、第二届江西省文明家庭的通报

在统战领域扛起“江西责任”作出“江西贡献”
黄喜忠为全省县（市、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作专题辅导讲座

本报讯（记者刘斐）12月22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喜忠

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为参加全省县（市、区）党委统战部长培训班的

全体学员作专题辅导报告，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直统

战系统单位的机关干部一同聆听了报告。

黄喜忠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

丰富内涵，运用丰富的史实、鲜活的事例，进行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

并结合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

重要讲话精神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就做好新时代江西统一战

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黄喜忠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统一战线”总结概括为

党百年奋斗的“十个坚持”宝贵经验之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全省统一

战线要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胸怀“两个大局”，牢记

“国之大者”，全力推动我省统战工作“作示范、勇争先”。要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进一步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增强服务中心的精度，展

现统一战线的大作为；加大工作落实的力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高质

量发展；扩展对外联系的广度，为建设创新江西引进高层次人才；提

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助推和谐江西建设。他希望广大统战干部

讲政治、讲学习、讲创新、讲担当、讲勤廉，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切

实扛起“江西责任”、作出“江西贡献”，为携手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022年江西迎春消费季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为激发消费潜力，营造消费热潮，实现

2022年首季商贸消费开门红，省商务厅联合南昌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南

昌中心支行，共同举办“2022年江西迎春消费季暨南昌市悦享新春·乐

购洪城消费季”活动。12月22日，副省长殷美根宣布活动启动。

“2022 年江西迎春消费季”活动将围绕做优迎春主题、做活让利

优惠、做旺消费热点开展。“迎春消费·乐购江西”主题贯穿元旦、春

节、元宵等重要消费节日，举办 1000多场新春主题促消费活动。

省商务厅联合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中国银联江西分公司投

入 3000 余万元，针对行业商户开展专项让利营销活动；引导省家用

电子电器行业协会和家电龙头企业投入约 8000 万元让利金额，开展

全省家电产品促销惠民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通

过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各大商贸流通企业、电商平台等采取直降、

打折、满减、立减等多重让利举措；紧抓汽车、家电、会展、餐饮、网购

等重点消费领域，办好江西银联“岁末欢乐购”、华夏家博会、南昌春

季车展等重点促进消费活动。

省老龄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 （倪可心 记者钟秋兰）12 月 22 日，省老龄委第十三次全

体会议在南昌召开。副省长、省老龄委主任孙菊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菊生指出，在各地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省老龄事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老龄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基本养老和医疗保

障水平稳步提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不断改善，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全面提升，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孙菊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和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强做好老龄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推动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养

老服务能力，完善健康支持体系，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构建老年友好型社

会，全面完成老龄工作各项重点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分工，强

化工作保障，加强工作督导，凝聚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强大合力。

会议听取了 2021 年全省老龄工作情况报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江西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绘就烟花爆竹行业高质量发展安全底色
刘伟在赣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梁桂陪同

本报讯 （记者朱华）12 月 22 日，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刘伟率队在

万载县、上栗县调研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和烟花爆竹行业转型升级等

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陪同调研。

刘伟一行先后观摩了万载县、上栗县部分烟花爆竹企业示范生

产线和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他指出，江西省作为全国烟花爆竹

重要主产区，近年来转型升级有力有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纵深推进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

要持续深化科技强安专项行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安全生产深

度融合，推进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在重点行业领域提质扩面，以科

技信息化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在听取上栗县关于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工作汇报后，

梁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聚焦烟花爆竹产业“做安、做优、做大、做强”，狠

抓集中区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加大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

支持力度，努力在集中区建设中作示范、勇争先。要全力以赴抓好岁

末年初安全防范，聚焦工矿企业、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城

乡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盯紧看牢、严防死守，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

线底线，争取今年最好结果，确保明年强劲开局。

经应急管理部批复同意，我省和湖南省将依托浏阳、醴陵、上栗、

万载 4 县（市）建设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推进烟花爆竹行

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学习法律法规 助力履职尽责
省纪委省监委举办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朱华）12月21日至22日，省纪委省监委举办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新颁法律法规专题培训班。培训班以

视频连线形式办到县一级，全省1万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同上“一堂课”。

省纪委常委会高度重视本次培训班，要求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坚

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紧贴形势任务和履职所需，用心领会学习，

深入研讨交流，争取最大收获。

本次培训班邀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 3 位专家，分别对《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和监察法实施条

例、监察官法进行深入解读。培训班结束后，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培

训班高规则高水平，课程设置紧贴实际，既教怎么看，又教怎么干，政

治性、指导性、针对性都非常强。下一步，省纪委省监委将以学习贯

彻即将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省纪委十五届二次全会为

契机，更加注重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坚持

政治培训定位，深化全员培训的方式和内容，着力锻造“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的赣纪铁军，奋力开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