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7月 5日起至 8月底袁市公安局交
管大队组建 8个交通安全宣传小分队袁深
入全市各乡镇国道 320个沿线村和城区
社区袁开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宣传活动袁
为村民发送宣传单和交通安全提醒遥 图
为近日在市区红都广场宣传场景遥

朱良才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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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赣州港作为国内首个
进境木材内陆口岸袁野建设速度甚至超
过了当年的深圳冶袁 这个改革的先行先
试之举袁让建设者们颇为自豪遥

野徐兵副市长每天现场指挥调度袁
工作到深夜是常事遥 冶曾任赣州港项目
建设负责人的陈丽萍回忆说遥 目前袁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木材通过赣州港
进入南康袁 家具等产品从这里发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南康家具外贸企业由
原来的 3家猛增到 400多家遥

为进一步提高产业附加值袁徐兵还
向产业野微笑曲线冶两端发力袁补齐研
发尧销售的野短板冶袁高起点规划尧高标准
建设南康家居小镇遥 同时袁超前谋划尧创
新手段袁 充分运用 PPP尧EPC等模式撬
动社会资本遥

一系列联动组合拳出击袁让南康家
具企业野洗脚穿鞋尧规范入园冶袁整个产
业野凤凰涅槃尧浴火重生冶袁集群产值五
年由 100多亿元猛增到 1300亿元袁成为
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生产基地袁成功走
出了一条集群发展尧创新发展的转型升
级之路袁南康经济结构尧产业结构尧财源
结构因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遥

攻坚克难的开拓者要要要
啃下改革发展中野硬骨头冶
为了广大群众利益袁 敢于碰硬袁善

于攻坚袁有魄力尧有能力遥 这是南康人对
徐兵的评价遥

2013年袁 刚宣布到任的徐兵从会场

前往办公室遥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袁短短的
1.5公里路程袁他在车上竟花了半个小时遥

野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袁就该从百姓关
心的事做起遥冶徐兵清楚地意识到履新后
要做的首件事就是破解交通拥堵遥 在南
康千人大会上袁 他立下一年内打通城区
主要野断头路冶的野军令状冶遥

为啃下拆迁野硬骨头冶袁徐兵身先士
卒袁上门入户做工作袁用真情和执著融化
野坚冰冶遥 不到一个月袁 就打通了东山北
路袁进而半年时间推动了 9条野断头路冶
全面贯通遥提起这段往事袁徐兵笑谈院野两
眼一睁袁忙到熄灯遥 冶

野断头路冶的打通袁也拉开了破解南
康群众出行难问题的序幕遥 公交车运营
曾是南康人一块心病院公交车破旧袁服务
质量差袁群众怨声载道遥 野只要是对百姓
有利的事情袁面对再大困难也要办好浴 冶
徐兵决心迎难而上遥随后袁该区克服阻力
收回城区公交线路的运营权袁 整体收购
城区原有出租车及经营权袁 启动公交总
站建设袁购置大批新车投入运营遥

道路通畅了袁公交车多了袁百姓拍手
叫好遥 让南康百姓感到舒心的事远远不
止这些院铁腕推进矿产品行业整治袁关闭
城区内所有污染严重的矿产品企业袁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曰 对城区所有主要干道

实施野白改黑冶袁一改过去困扰群众多年
的扬尘尧噪音等问题曰创新 9种模式尧制
定 6项扶持政策袁全面消灭无集体经济
收入的村曰 提高和改善村干部待遇袁基
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曰实施南
康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区提升改造袁使南
康一举迈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噎噎

正是凭着开拓精神袁徐兵赢得了广
大群众的点赞遥 用当地干部群众的话
说袁徐兵带领大家攻坚克难袁并肩战斗袁
用五年干了十年的事遥

百姓心中的好书记要要要
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
在工作中袁徐兵是一个风风火火的

野硬汉子冶曰在生活中袁他又是时刻牵挂
群众冷暖疾苦的贴心人遥

野徐兵副市长没有一点架子袁 与群
众心贴心遥 冶蓝师林是徐兵对接帮扶的
贫困户之一遥 因挂念龙岭镇村民蓝师林
的病情袁徐兵经常到他家野做客冶遥 心细
的徐兵发现袁帮扶的群众中不少是因病
返贫尧因病致贫遥

在南康袁像蓝师林一样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有 9.07万人遥 为此袁徐兵大力
推动实施南康医疗救助精准扶贫工作遥
2015 年起袁 区财政每年筹集 320 多万

元袁为贫困群众设立大病补充医疗保险遥
这是继新农合尧 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之
后的二次补偿遥

新官也要理好旧账遥 通过运用法治
思维袁 带头下访接访袁70多件信访积案
得到有效化解袁 徐兵同百姓的心贴得越
来越近遥在打通野断头路冶尧化解信访积案
等一系列问题中袁徐兵也深切感受到袁要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袁 关键在于心里装着
老百姓袁始终保持赤子之心遥

徐兵常说袁对群众的感情有多深袁工
作的动力就有多大袁 取得的成效就有多
明显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袁野其
身正袁不令而行冶野从我做起冶的底气袁更
为全区干部树立了榜样遥

为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袁 切实为群
众排忧解难袁 徐兵先后在全区组织开展
野解放思想尧实干担当尧赶超发展冶教育实
践活动和野大学习尧大调研尧大落实尧大提
升冶主题活动袁教育引导干部解放思想尧
改进作风尧为民服务遥 以制定落实叶领导
干部野为官不为冶问责二十一条曳为抓手袁
铁手整治野怕尧慢尧假尧庸尧散冶作风顽疾袁
同时树立野凭实绩尧重公认冶的用人导向袁
近年来南康区提拔重用的干部中袁90%
以上来自急难险重工作一线遥

野意莫高于爱民袁行莫厚于乐民冶遥五
年来袁徐兵干在实处尧走在前列袁带领干
部群众一级带着一级干尧 一级干给一级
看袁用忠诚诠释了公仆本色袁干出了南康
新气象袁跑出了南康新速度袁传承苏区干
部好作风袁再创新时代第一等工作遥

发展有道 心中有民

本报讯 渊记者邹婷冤7月 5日袁
南京理工大学航天工程教育活动
野瑞金少年探空筑梦计划冶在瑞金一
中开展遥活动上袁南京理工大学与瑞
金一中签订 叶青少年航天工程教育
框架协议曳袁并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信息交流中心授予该校 野中国航
天科技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冶遥

此次活动的开展袁 为我市搭建
了学习平台袁 瑞金一中将分享南京
理工大学在航天工程教育领域的资
源和经验袁 获得长期免费的航天工
程教育平台在线服务及假期时间提
供的线下教育服务遥 南京理工大学
将向瑞金一中捐赠航天工程科普教

育图书尧航天工程理论课程尧实践课
程尧 拓展课程课件以及一单元立方
体卫星模型等配套教具袁 为该校培
训 3-5名青年科技教师袁 并选拔部
分学生及青年教师代表赴南京理工
大学参加航天夏令营活动袁 让同学
们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航天精神袁
学习航天精神袁感悟航天精神遥

野这次我们带来了一颗两单元
的电信立方体卫星袁它是天上卫星
的电信星遥 另外我们还带来了星联
心航天教育平台袁这是一个手机操
作 APP软件袁通过手机操作实时与
天上的卫星保持无线的对接袁同学
们可以在业余生活中通过手机卫

星或者网页操作平台与我们天上
的卫星保持 24小时的通联遥 冶据南
京理工大学博士韩戴如介绍袁星联
心航天教育平台基于互联网云技
术袁通过云服务器袁将手机与卫星
地面站通联遥 该平台上的在线课
程袁包括全 3D卫星测控体验尧太空
VR视频等袁 通过测控 App与卫星
的 3D摄像头进行通联袁做太空 VR
可视化体验袁包括卫星测控尧图像
下行尧语音互联的全方面的体验功
能遥 在这个教育平台上袁 同学们不
仅学习卫星航天理论知识袁还可以
通过 APP 去了解到更多航天教育
理念和教育知识遥

2018年度
野百馆百企对接计划冶扶持单位名单公布

市纪念馆成功入选
本报讯 渊钟林芳 记者黄书文 刘芬冤日前袁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司公布了 2018年度 野百馆
百企对接计划冶扶持入选单位名单袁全国共有
35家文化文物单位入选遥 其中袁瑞金中央革命
根据地纪念馆榜上有名遥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是为纪念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尧
朱德等直接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光辉历史而建立的纪念性
博物馆袁属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尧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尧国家 5A级旅游景区遥馆藏文
物 11118件遥 该馆自 1958年开馆袁历时 60年袁
共接待中外游客 2800余万人次袁 在爱国主义
教育和红色旅游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2016年袁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被国
家文物局确定为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试点单位遥 其后袁该馆注册成立了苏区时代
文创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袁 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尧
多种模式袁扩大对外合作袁努力提升文创开发
水平遥 该馆现已对 1万余件可移动文物和 100
多处旧址进行了系统调查梳理袁提炼出了一批
具有开发潜力的文化文物元素渊如国家银行玉
印尧野一苏大冶代表证尧石印机尧苏区货币尧股票尧
红色中华报尧红星奖章等冤用于文创产品的开
发袁 生产出了一批精美的文创产品投放市场遥
同时袁该馆利用瑞金丰富的苏区历史文化和革
命故事袁创作了音乐报告剧尧影视作品尧书籍等
一批文艺作品袁 既弘扬了伟大的苏区精神袁又
丰富了文创产品市场遥

“少年探空筑梦计划”活动在我市开展
授予瑞金一中野中国航天科技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