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州经开区湖边镇：

多举措抓实防溺水工作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啊？快过来，不要玩水。叔

叔跟你们说，这种水坑很危险，会淹死人的。”近日，赣

州经开区湖边镇叶山村防溺水值班巡逻人员袁毓飞现

场教育正在一水坑边玩耍的学生。

今年 4 月，叶山村关工委在湖边镇率先敲响了青

少年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警钟，组织“五老”同志和 20
余名党员志愿者、村干部开展了“志愿服务保平安”活

动，对辖区可能发生危险的水域进行了全覆盖排查，竖

立防溺水安全警示牌，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水域，全

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据了解，暑假以来，湖边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

安全警示教育，以“预防”为生命线和工作导向，多部门

协作，加大宣传力度。在辖区内的山塘水库、工程洼

地、河道、水沟等重点水域，新增安全警示牌 400 余块，

张贴防溺水宣传告示 200 余张。同时，发放《致家长的

一封信》600 余份，协同经开区有关单位开展安全警示

教育讲座 3场，开展“志愿服务保平安”活动 10余次。各

村（社区）党员干部齐上阵，分水域 24小时值班巡逻、劝

导，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 （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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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漾 程云）“感谢组织为我澄清正名，

我终于可以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工作了。”日前，

在信丰县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会议上，核查组

为受到不实举报的该企业副总经理林剑锋进行会议澄

清正名时，林剑锋激动地说。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

束并重的原则，把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作为锤炼

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通过公开通报、书面反馈、召

开澄清会议等方式，为受到失实检举控告的党员干

部澄清正名，旗帜鲜明为受到诬告或失实举报的党

员干部撑腰鼓劲，切实做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

负责，全力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今年

以来，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共为 8 名受到不实举报的

干部澄清正名。

同时，该县抓紧抓实“治未病”工作，制定了《发

挥纪检监察职能作用监督推动“治未病”工作的实施

意见》，突出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让党员干部不犯错

误、少犯错误，在大胆干事创业的同时守牢“不出事”

的底线。

信丰为担当干事者澄清正名

本报讯 （记者刘珊伊）7 月 26 日，记者

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赣州市燃气管理条例》已由江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于 6 月 2 日批准，将于 8 月 1 日起施

行。市领导刘建明出席发布会。

据悉，《赣州市燃气管理条例》在严格

遵循国家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和省城镇燃气

管理办法等上位法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矛

盾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回应民众呼声，具有

鲜明的赣州特色，它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各

级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进

一步规范了燃气经营行为，对燃气安全管

理使用及应急处突作了详细规定，对燃气

监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晰界定。此外，

《赣州市燃气管理条例》还在加强涉燃建设

项目施工管理方面作了规定，违规者将面

临罚款甚至刑事责任追责。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燃气

管理工作，管道天然气和石油液化气在

城乡得到普遍推广和使用，我市燃气事

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市现有

燃气企业 133 家，其中天然气企业 18 家、

瓶装燃气企业 115 家。市中心城区以及

瑞金市、上犹县已用上管输天然气，其他

13 个县（市）使用槽罐车运输的液化天然

气。现有居民用户 132 万余户、工商业用

户 4.4 万余户。 2020 年全市天然气消费

量达 1.95 亿立方米，瓶装燃气消费量达

5.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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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翼鸿 特约
记者王潍）今年以来，章贡区

将“亲情连线”服务作为全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重要

工作内容来抓，切实加强对

辖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

结对帮扶。

为让“亲情连线”连得

准，该区组织各镇（街道）

对辖区留守儿童、留守老

人的数量、基本信息、服务

需求进行全面摸排，并根

据摸排情况安排村（社区）

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

结对帮扶中，村（社区）干

部定期走访，动态掌握留

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有关

信息和需求，为后续“亲情

连线”服务的正常开展打

下基础。同时，依托各村

（社 区）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结合站内现有的“学习

强国”线下学习室、文体活

动室等功能区因地制宜设

置“亲情连线工作室”，根据实际需

要完善设施设备，营造温馨温暖的

氛围，搭建起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同

亲人常态化联系交流的温馨空间和

服务平台。

此外，该区还组建了以村（社区）

“两委”工作人员、党建宣传员、党员志

愿者、教师志愿者、市民文明监督员、

“章贡大妈”、学校心理辅导员等为主

体的“亲情连线”志愿服务队伍，并定

期组织相关业务培训，提升了“亲情连

线”工作力量。目前，章贡区在全区

140 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中开展了

“亲情连线”服务 1100 余次，惠及群众

3 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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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谭明瑞 记者胡中）为进一步加强户外

广告管理，7月 26日，市城管局蓉江新区分局对毅德城

弘腾路沿线违规广告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拆除一

批违规广告牌，有效消除“摇摇欲坠”的安全隐患。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式各样的高立柱广

告、户外广告多了起来，然而一些户外广告饱经风吹雨淋

日晒，长期缺乏维护管理，不仅占用大量城市公共空间，

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此，市民要求整治户外广告

乱象的呼声越来越高。连日来，该分局对毅德城弘腾路

沿线违规广告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之前执法人员向商

户宣传了户外广告设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违规广告牌存

在的安全隐患，取得商户的理解和支持。截至目前，该分

局累计拆除户外广告24处，总面积1400余平方米。

市城管局蓉江新区分局：

专项整治违规户外广告

本报讯 （颜隆盛 记者张惠婷）
我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古

村落保护利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全市共有省级以上传统村落 63
个，其中国家级 51 个；省级以上历史

文化名村 16个，其中国家级 5个。我

市已全面完成了传统村落挂牌保护

和 1213处传统建筑挂牌保护。

我市积极开展古村落资源调查

研究，形成了《客家围屋营造、保护与

利用》《赣州市客家传统村落保护研

究》《赣南客家传统民居建筑风貌研

究》等系列成果；全面复查全市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对新增文物调查点进

行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工作，目前全

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965 处

1137个点。

为支持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建设，

我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并统筹利用

地方各类资金。目前全市前四批 27
个中国传统村落均列入中央财政支

持范围，获得每村 300 万元的中央保

护资金。同时，近年来我市争取了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5 亿多元、

省级基层文物保护资金 2000多万元、

专项债券资金 1.3 亿元，重点做好了

会昌羊角村、安远老围村、定南莲塘

古城等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工作。

着眼于展示传统村落独特的文

化魅力，我市扎实推进古村落非遗

保护。2020 年以来支持全南雅溪古

村等 25 个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非遗传习所，开展整体性非遗

保护；加强古村落和非遗宣传推介，

积极开展非遗进景区、进校园、进基

层等活动，提升古村落知名度。

我市还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乡村

建设行动和全域旅游，精选 42 个乡

村（含 10 个传统村落在内）开展乡村

建筑风貌特色保护与传承试点工作，

在坚持保护的前提下，探索将传统建

筑开设为公益性活动中心、传统作

坊、传统商铺、民俗客栈等，打造“风

貌彰显、功能完善、品质精美、乡愁浓

郁”的美丽乡村。

7 月 23 日，宁都县肖田乡小吟村村

民在包装黄桃。肖田乡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黄桃种植，既卖果，又“卖”风景，小

小黄桃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

果。今年当地种植黄桃 400 多亩，产量

超过4万公斤。

特约记者廖海峰 曾嵘峰 摄

“这口井就是红井。当年，为了

使井水更清澈，毛主席还亲自下井底

铺沙石、垫木炭。”7 月 18 日，革命老

区江西省瑞金市红井旁，讲解员梁霞

向游客深情讲述。

90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这里开辟中央革命根据

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留下

了大批红色旧址和红色故事，孕育了

苏区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弘扬苏区精神，40多名像梁

霞一样的讲解员节假日不休，每天早

到晚归，用心用情向游客生动讲述这

些红色经典故事。今年 42 岁的梁霞

已是一级讲解员，但她还是经常不断

完善讲解词，力求完美。“争创一流是

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我们必须

精益求精。”梁霞说。

“这几年，除了讲解，我们还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见证了老区翻天覆地

的变化。”梁霞说。2018 年 12 月，梁

霞开始结对帮扶贫困户刘艳礼和朱

星魁，不仅帮助他们找产业、找销路，

还经常邀请他们到红井景区，给他们

讲述红色故事，鼓励他们向革命先辈

学习。“那时候条件那么艰苦、环境那

么恶劣，革命先辈们始终保持积极乐

观的态度，艰苦奋斗。如今的条件比

当年好多了，你们更应该通过自己的

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去创造未来。”在

梁霞的鼓励和帮助下，两户贫困户顺

利脱贫。

在瑞金，1000 多名像梁霞一样

的党员干部，帮助 2000 多户 3000 多

名贫困群众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确保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2018 年 7 月 29 日，经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江西省人民政

府批准，瑞金顺利实现脱贫摘帽，成

为赣南革命老区中首个实现脱贫摘

帽的县市。

“人们在井旁立上一块碑，刻上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

席’14 个字，就是为了表达对毛主席

的崇敬和思念。”梁霞说，新时代、新

起点，党员更应学好党史，从红色故

事中汲取力量，用实际行动大力弘

扬苏区精神。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

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

贫农。”这首苏区时期的山歌传唱至

今，唱出了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

水深情。

如今，在江西省赣州市，承继苏

区作风的“社区夜话”活动正在广泛

开展。

晚上 7 点，赣州市赣县区城南社

区移民办小区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门

口，一场热闹的“社区夜话”正在进行。

“小区停车点上堆放了很多烂桌

子、烂凳子，还有很多废弃的自行车，

既影响美观又占空间。”

“我家门前的雨棚拆了，一到下

雨天，水就漏进屋里，能不能帮我们

处理一下？”

“我住顶层。楼顶本来加做了防

水，但是有一块地方没有做到位，导

致那个地方一下雨还是会漏水。”

小区居民代表你一言我一语，表

达对小区改造的期待。赣县区委办、

赣县区城管局、赣县区城市社区党工

委、赣县区城投公司等赣县区老旧小

区改造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认真

记录小区居民的诉求。

赣县区城市社区党工委书记潘

传芯介绍，从今年 3 月以来，下辖的 6
个社区每月至少开展一两次“社区夜

话”活动，现场听取民情民意，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

决；不能现场解决的，明确办理时限，

及时咨询、请示和研究，形成明确意

见，按时解决或答复。

“今天晚上面对面的对话，让我

对小区的升级改造有了更具体的了

解，你们的态度耐心细致，我们小区

的改造任务一定可以圆满完成。”参

与“社区夜话”活动的小区居民代表

范树沿说。

截至目前，该区通过“社区夜

话”、网络问政、问卷调查等方式，收

集涉及群众出行、就业、教育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 612 条，梳理形成“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事清单 292 件。截至

6月中旬，已办结 170件。

吃水不忘挖井人
□人民日报记者朱磊

“社区夜话”解民忧
□人民日报记者朱磊

本报讯 （记者李森）7 月 26
日，记者从市教育考试中心获悉，

根据招生学校统招计划，按照考生

平行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最后

一名总分相同者按语数英三科分高

者优先录取）的原则，赣州市中心

城区第二批普通高中统招录取分数

线正式划定。

据了解，这些学校的统招计划和

录取分数线是：赣州十四中统招计划

350 人，录取分数线 619 分（最后一名

同分者语数英三科总分不低于 238

分）。赣州市阳明中学统招计划 210
人，录取分数线 670 分（最后一名同

分者语数英三科总分不低于 276
分）。赣州十六中统招计划 150 人，

录取分数线 637 分（最后一名同分者

语数英三科总分不低于 251.5 分）。

赣州六中统招计划 200 人，录取分数

线 637 分（最后一名同分者语数英三

科总分不低于 243 分）。赣州十五中

统招计划 120 人，录取分数线 656 分

（最后一名同分者语数英三科总分不

低于 235.5 分）。厚德外国语学校统

招计划 630 人，录取分数线 569 分

（最后一名同分者语数英三科总分

不低于 229.5 分）。文清外国语学校

（本部）统招计划 304 人，录取分数

线 577 分（最后一名同分者语数英

三科总分不低于 237 分）。赣州立

德 高 级 中 学 统 招 计 划 230 人 ，录

取分数线 552 分（最后一名同分者

语 数 英 三 科 总 分 不 低 于 178.5
分）。文清外国语学校（香江路校

区）统招计划 160 人，录取分数线

420 分。

市中心城区第二批普通高中统招线公布

我市持续推进古村落保护利用

7 月 25 日，会昌县湘江国家湿地公园沿河休闲设施、绿道、楼宇风光如画。该县通过统筹推进生态建设，重点保

护会昌山国家森林公园、湘江国家湿地公园等绿色资源，打造美丽河湖，优化人居环境。 特约记者朱海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