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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要从严从实

阴李荣灿
某某领导要多休息尧 多锻炼尧 多散

步尧多喝水噎噎某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袁
征集意见建议时袁 不敢不愿提意见的状
况被领导当场批评为 野搞形式主义冶袁要
求重新征集袁 必须真刀真枪袁 不掩饰问
题袁不逃避矛盾遥

召开民主生活会袁 红脸出汗已成常
态袁 但在有些地方袁野憋话冶 现象依然存
在院生怕得罪人袁仔细斟酌说和气话曰拉
不下脸面袁一针见血力度不足曰甚至正话
反说袁变相讨好上级遥 知而不言尧言而不
尽袁必有野难言之隐冶遥 比方说袁坚持说真
话的人袁不再得到理解和支持袁还被套上
野不会做人冶的帽子曰又比方说袁指出的真
问题袁没有及时抓好整改落实袁说了等
于没说遥 久而久之袁 好人主义再次出
现袁良言被野好话冶套牢袁问题被野成绩冶
淹没遥

从严从实袁是民主生活会的野熔炉
火冶遥 多点真情尧少些套路袁克服批评中
的好人主义袁让民主生活会多些辣味袁
这既是对会风的要求袁 更是对党性的
检验遥

3月 18日袁记者沿着宽敞平坦的水泥路袁走进九堡镇
密溪古村袁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青瓦白墙的客家民居袁门
前小桥尧流水尧凉亭尧游步道相得益彰袁跨过新修的拱桥是
一个运动场袁周边有碧绿的田园袁房屋对面的山坡上披着
翠绿的脐橙条带袁组成一幅清新的乡村田园画遥

据介绍袁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袁密溪村按照野设施齐尧村庄
美尧产业兴尧有保障尧可持续冶的思路袁推进开发式扶贫袁发扬自
力更生尧艰苦奋斗尧勤劳致富的精神袁引领贫困群众由野被动脱
贫冶向野主动脱贫冶转变袁助推脱贫攻坚工作阔步向前遥

实施野特色产业+冶袁让群众富起来遥 建设扶贫产业基
地遥 按照一户一块烟田尧一丘脐橙尧一处油茶尧一片毛竹的
野四个一冶思路袁从土地流转尧合作经营尧技术培训等方面袁对
贫困户进行大力扶持袁 建立了下窝脐橙产业扶贫基地袁发
展烟叶 280亩尧脐橙 2400余亩尧油茶 1800余亩尧毛竹 2500
余亩尧蜜蜂 860余箱袁带动 35户贫困户发展产业遥打造扶贫
就业车间遥 针对缺乏重劳动力的贫困户袁由村党支部引进
雨伞加工小微企业袁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袁让小车
间在脱贫中发挥大作用袁 贫困群众 282人实现了 野就业一
人尧脱贫一户冶遥 创建电商扶贫网店遥 主动融入野互联网+冶袁
繁荣乡村经济袁带动就业袁服务产业袁为拓宽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提供便捷优质尧价廉物美的服务遥
繁荣乡村旅游经济遥 依托古村古色文化袁推进古村落保护
与开发袁打造乡村游尧古色游等旅游精品路线袁开发乡村农
家乐项目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袁2017年实现全年接待游客 2
万余人次袁有效提高了村民的收入遥

实施野基础设施+冶袁让硬件强起来遥 为改善民生袁完善
基础设施袁该村争资 1200余万元袁推进村里三级公路升级
改造尧古村落环境综合治理袁修缮桥梁 3座尧硬化道路 6500
余米尧修复水果 4800余米袁新建文化活动中心和卫生计生
服务室尧便民服务中心遥 打造了以赤下塅为中心的土坯房
集中改造示范点袁安置农户 56户袁其中贫困户 9户曰集中新
建 6套保障房安置无房贫困户曰 规划新农村建设点 13个袁
完成 126户连片的中心村改造袁结合新农村建设奖扶措施袁
进行统一的徽派风格立面打造及野三改七网冶建设袁今年的
15个新农村点正加快推进遥 基础设施的改善袁为密溪脱贫
摘帽创造了坚实的设施保障遥

实施野美丽乡村+冶袁让环境靓起来遥 密溪村把改善生活
环境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袁推进村容旧貌换新颜遥 推进
野空心房冶整治袁镇村干部利用夜晚及周末休息时间袁下村
入尸袁逐个村小组召开户主会议袁动员群众拆除野空心房冶袁
目前密溪已拆除 230余间 3000余平米遥 大力整治环境卫
生袁在各个自然村成立理事会袁按 5元/户/月收取卫生费袁
由理事会统一管理使用遥 筹资 2万元购买了三轮电瓶车 5
辆袁聘请保洁员 10名袁每月开展一次自然村之间的评比检
查袁让群众评议群众尧让群众动员群众袁实现了环境整治的
长效开展袁人居环境更加整洁靓丽遥

实施野乡风文明+冶袁让新风树起来遥 密溪是国家传统古
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古村袁底蕴深厚尧民风纯朴遥 密溪村充
分挖掘古村文化资源袁传承台山野立德尧为善尧修身尧养性尧求
真尧惜时尧齐家冶的理学文化袁大力开展野弘扬苏区精神尧推进
乡风文明冶活动袁培育罗振坡等文化能人设立道德讲堂袁成
立红白理事会袁建立新时期村规民约袁引导群众不等不靠尧
自力更生袁破除天价彩礼尧薄养厚葬尧赌博败家等陈规陋习
和不良风气袁进一步
推动移风易俗袁树立
文明乡风袁展现了新
时期农民新形象遥

野对邪恶袁他是柄利剑曰对人民袁
他是保护神冶袁 这是对从警 28年的
现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长刘志明的真
实写照遥28年来袁刘志明坚守在打击
违法犯罪尧维护安全稳定的第一线袁
用担当实干践行野人民警察为人民冶
的庄严承诺袁 展现出红都平安卫士
的时代风采遥

敢于亮剑袁保一方平安
自 2008 年担任治安大队教导

员起袁刘志明躬身实干尧奉献作为袁
带领民警开展打黑除恶尧开展追逃尧
打击野两抢一盗冶等各项工作袁取得
显著成果遥 仅 2016年就参与破获刑
事案件 63起袁 抓获犯罪嫌疑人 72
人袁查处治安案件 1012 起袁有力维
护了红都社会稳定遥

在大案要案面前袁 刘志明冲锋
在前袁 敢于亮剑袁 带领民警屡破大
案遥 2014年 7月 22日袁市壬田镇发
生大型非法加工烟丝案袁 该案涉案
价值近千万元袁列为 2014年度公安
部督办案件遥 刘志明接手后立即赶
赴现场查找线索袁连续二个星期袁吃
住在农户家逐户走访袁 寻找蛛丝马
迹遥通过排查海量的视频资料袁终于
锁定朱 XX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遥 在
抓捕过程中袁刘志明一马当先冲上前去袁一举将身材高大
的嫌疑人朱 XX按倒在地成功抓捕归案袁并连夜开展突击
审讯袁攻破其心理防线袁掌握了其团伙犯罪事实袁紧接着先
后七次南下广东尧福建袁五次北上山西尧河南袁辗转 2万多
公里袁历时 9个月袁共抓获犯罪团伙成员 18人袁打掉烟丝
生产工厂 1个袁涉案总金额高达 970余万元遥

有勇有谋袁守一方净土
2017年 4月底袁刘志明调任为禁毒大队大队长遥 上任

伊始袁他就立下野毒品一日不绝袁禁毒一日不止袁守住瑞金
一方净土冶的决心袁克服警员力量紧张的困难袁既当战斗
员袁又当指挥员袁一手抓教育袁一手抓打击袁很快打开工作
局面遥

对毒品犯罪袁刘志明毫不留情袁严格执法袁带领民警始
终战斗在第一线袁大力清除社会毒瘤袁挽救吸毒人员及其
家庭遥 2017年 6月 23日晚上袁广东警方追捕的谢某与瑞
金籍吸毒人员李某辞别后袁 独自一人在红井大酒店门口
持刀杀人抢车逃走遥 野6窑23冶案件发生后袁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遥 刘志明接警后袁 带领民警迅速到达现场查找线索袁走
访周边商户酒店袁调取各卡点视频资料袁查阅了大量的视
频监控资料袁仔细分析案情遥 7月 26日晚上袁刘志明带领
民警在城南卡点抓获李某遥 随后又根据李某提供的情况袁
于 28日晚上在广东将谢某抓获归案遥 自上任禁毒大队大
队长以来袁刘志明参与破获刑事案件 21起袁抓获犯罪嫌疑
人 24人袁 查处治安事件 78起袁 送强戒 22人曰 缴获毒品
180.55 克制毒原料麻黄素 1507.93 千克易制毒化学品
10479.28千克遥

古村密溪景致新
阴本报记者朱燕

纬二路是经
开区正在建设的
一条道路袁 全线
长度 1572 米袁路
幅宽度 20米袁双
向四车道袁 沿途
与经一路尧 经二
路尧经三路尧经四
路交叉袁 工程计
划于今年 5月底
交付使用遥 图为
施工单位正在给
纬二路并行的河
道加固边坡袁清
理淤泥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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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拥有专业中级职称以
上人才 30余名袁共获 8项国家实用型专利袁先后荣
获野江西名牌冶野江西省诚信企业冶野质量管理先进单
位冶等称号袁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遥 图为技术
人员在生产车间维修设备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