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邓逸楠 记者钟剑灵冤7月 5日袁市人民法院
党组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遥 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
记刘晓龙袁市委常委尧纪委书记尧监委主任陈大林到会指导
并讲话袁市法院党组书记尧院长温金来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书面通报了单位巡察整改进展情况袁温金来代
表院党组作对照检查袁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袁班子其他
成员逐一对照检查袁以问题为导向袁聚焦巡视整改工作要
求袁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遥

陈大林在点评时说袁此次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准
备充分袁自我批评开门见山袁追根溯源剖析深入袁整改措施
明确具体袁达到了红脸出汗尧咬耳扯袖的效果遥 同时袁也存
在一些问题袁如自我查摆举一反三不够深入尧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较少从自身查摆问题遥

刘晓龙说袁本次巡察是对法院全面深入的一次体检袁进
一步敲响了警钟遥对于巡察发现的问题袁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抓整改袁不断强化整改措施袁做到立行立改曰必须对照问题
清单逐项整改落实袁班子成员要发挥表率作用袁进一步增强
凝聚力尧提高战斗力曰必须注重实效抓整改袁建立长效机制袁
紧盯问题不放曰必须建章立制抓整改袁解决制度缺失尧形同
虚设的问题袁敢于抓典型袁树纪律袁时刻保持约束力遥

最后袁温金来就进一步做好巡察整改工作作表态发言遥
温金来表示袁要高标准尧严要求袁以野踏石留印尧抓铁有痕冶的
劲头袁全面抓实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曰要强作风尧提素质袁全
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袁严格规范司法行为袁不断改进司法作
风曰要重巩固尧求长效袁以规范管理来巩固巡察整改成效遥

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城市扮靓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野经常可以看到志愿者在街道

上巡逻袁他们向群众宣传文明出行袁劝阻不文明行为袁带头
清理积存垃圾袁城市的面貌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遥冶连日
来袁在城区的大街小巷袁不少群众对我市开展的野两城同
创冶工作竖起大拇指遥

为推动全市两城同创工作科学尧高效开展袁我市在已有
的创建基础上袁大胆创新袁在整个城区及周边乡镇实行网格
化管理袁每个网格均设立一名网格长袁网格长由市领导担任遥
每个网格组建一个网格管理队伍袁成员包括院一个牵头单位袁
若干个责任单位袁一名象湖镇驻村渊居冤干部袁一名城管执法
人员袁一名城建综合执法人员袁一名交警执法人员袁若干名环
卫工作人员等遥 每个网格实行网格长负责制袁网格长须整合
网格内所有资源袁对本网格野两城同创冶工作全面包干负责遥

野两城同创冶工作启动以来袁每个网格的志愿者们常态
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袁持续深入抓好文明引导尧环境卫生
整治等袁在不断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同时袁也获得了群众
的认可和支持遥志愿者们或顶着烈日袁或迎着细雨袁认真地
履行着职责袁浇灌着文明之花袁成为我市野两城同创冶中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遥

野志愿者们坚持在市场蹲点巡逻袁劝阻不文明行为袁在
他们的努力下袁 桦林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有了明显改观袁
占道经营也得到杜绝遥冶家住洪瑞苑小区的钟先生感叹说遥
他告诉记者袁以前袁洪瑞苑大门口的桦林农贸市场袁占道经
营非常严重袁有时甚至把路面占去了一大半袁加之道路本
来就狭窄袁导致交通拥堵不说袁还经常出现安全隐患遥志愿
者们把这个区域作为重点袁每天蹲点值守袁一发现占道经
营等不文明行为就立刻制止袁久而久之袁商家们都很自觉
地到规定区域内摆摊设点袁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遥

野燃放行为少了袁空气也清新了遥 冶家住八一北路的陈
女士对政府在野两城同创冶中实行城区禁燃禁放特别支持袁
她说袁以前袁一到节日袁爆竹声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响袁造
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遥现在袁每逢节日袁志愿者们就会到各个
街道尧巷子去巡逻袁制止燃放烟花爆竹等不文明行为袁引导
市民文明祭祀袁节日的环境明显好转遥野希望政府要一如既
往地抓下去遥冶陈女士也不无担心地说袁燃放行为是传统陋
习袁要彻底改变燃放习惯并不容易袁希望政府要坚持抓下
去袁让更多的市民把禁燃禁放变成自己的行动自觉遥

野光政府和志愿者参与还不够袁 还需要更多的市民参与
到创建中来遥 冶家住绵水路的退休教师钟先生说遥 钟先生认
为袁野两城同创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需要袁市民理应成为创建的主体袁应该积极参与到
野两城同创冶中来袁积极建言献策尧敢于监督劝阻陋习尧带头搞
好环境卫生袁只有人人积极参与袁大家齐心协力袁野两城同创冶
才能推动整个社会风气文明和谐袁才能真正创出成效遥

渊上接第 1版冤华屋村村民们
在 2015年元旦住上了新房袁而在
新房施工阶段袁 中国电信江西瑞
金分公司就同步开始了网络升
级遥新房入住前的半个月中袁瑞金
分公司的十几位员工在华屋村加
班加点袁 终于赶在村民们入住新
房前袁连夜开通了百兆宽带袁使得
华屋村一跃进入了宽带世界遥 谈
起五六年前袁 华盛感慨万千院野以
前村里也有基站袁 可是那会一年
收入才两千多块钱袁 我们连电视
都买不起袁 哪里用得起手机和宽
带啊遥 冶

野为了不让革命老区尧尤其是
烈士后人被排除在信息时代门
外袁 中国电信瑞金分公司根据集
团扶贫政策袁 针对华屋村采取了
扶贫优惠措施袁 以最为实惠的价
格为村民们提供产品和服务遥冶瑞
金分公司总经理何荣胜告诉记
者袁野2015年以后袁村里越来越多
人家就开始用上电信服务了遥 冶

与此同时袁 华屋村也结合自
身特色袁制定了产业发展策略袁村
里的蜂蜜尧大棚蔬菜尧茶油尧毛竹尧
旅游产业逐步发展起来遥 借助中
国电信铺设的高速网络袁 华屋村
在村口打造了一个互联网销售
点袁由一些对电商感兴趣尧头脑灵
活的年轻人发展农村电商遥 网上
来的订单都会集中在那里处理遥
比如有客户想订购茶油袁 电商点
会给村民们发信息袁 谁家有茶油
就会马上送到电商点打包配送遥
这彻底改变了以往靠村民自己找
销路的模式袁产品销量显著提升遥
如今袁 华屋村的多数农副产品和
土特产都已经实现了网上销售遥
此外袁 华屋村也成立了专门管理
民宿的机构袁 通过在线模式统一
对外销售袁 客人预订后再统一分
配到村民手中遥

如今袁 华屋村一改贫困如洗
的局面袁 村民们的腰包也都鼓了
起来遥 2017年 11月袁华屋村最后
一户贫困户脱贫摘帽遥 华盛告诉
记者袁2018年村里的人均年收入
已经超过了 11000元袁相比 2013
年人均 2300元的收入袁 翻了 4.7
倍遥 村民们的生活品质可以说一
日千里遥

从有到好袁
老区人畅享数字生活
华盛的爷爷华桃生也是 野十

七棵松冶 英雄之一遥 爷爷走后几
年袁 华盛的爸爸华丕财被过继到
华桃生名下遥像这样的情况袁华屋
村比比皆是遥 记者在华屋村历史
陈列室里看到袁 由于当年战争创
伤严重袁村里男丁稀少袁甚至出现
了一名男丁被过继到三位烈士名
下的事袁即野一子养三房冶遥 如今袁
华屋村共有 119户人家袁 几乎都
是烈士后代遥 对于这样一个值得
尊敬的红军村袁 中国电信瑞金分
公司力求将服务做到最好袁 希望
以自己的专业为烈士后人们尽一
丝绵力遥

在华屋红军祠的大门口袁记
者看到了 野瑞金电信信息化合作
共建村冶的牌子遥这个牌子意味着
中国电信在华屋村的信息化之路
上承担了主要的工作遥 华盛告诉
记者袁 如今村里绝大多数人家使
用的都是中国电信的产品袁 而且
速率普遍提到了 200兆遥

村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电信
的服务非常到位遥 村里新建的楼
房都是三层袁 为了让村民们家里
的无线信号足够好袁 瑞金分公司
的技术人员们为有需要的家庭每
层都配备了无线路由器遥 华盛的
小儿子常年在外读书袁 最近回家
看到家里竟然有三个WiFi信号袁

直呼比城里还野土豪冶遥 华屋村新
房入住半年后袁 首批开放了 120
间民宿遥 华盛称院野当时需求特别
大袁 住宿的客人都是要上网看电
视的袁 那个时间电信工作人员没
日没夜地辛苦了一个多星期袁帮
我们的民宿全部配好了 WiFi和
IPTV遥 冶而且全村的WiFi采用了
无感知切换袁 客人在任何一个地
方都可以随时接入 WiFi袁野跟五
星级酒店一样冶遥

瑞金分公司叶坪支局长曾瑞
玉没事经常会去华屋村跑跑袁看
看村民们有什么需求遥野老人们爱
看电视袁 但是很多人不会操作
IPTV袁 我们就挨家挨户去教袁教
会了为止遥 冶如今袁村子里八十几
岁的老人们切换起 IPTV 来袁都
能得心应手遥 负责华屋村维护的
电信工作人员袁 定期到村里查看
村民们使用服务的情况遥野有什么
需要袁一个电话袁电信的人员就赶
来了遥现在跟村里人都熟了袁老老
少少都认识遥冶说起瑞金分公司的
服务袁华盛满口称赞遥

如今袁 随着包括电信服务在
内的各类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袁
华屋村正大步迈入新时代遥 村民
们不单收入提升了袁 村里劳动力
外流的现象也逐年改善袁 更多年
轻人选择回到华屋村遥 瑞金分公
司总经理助理陈星告诉记者袁下
一步袁 瑞金分公司还要加大在华
屋村的信息化服务力度袁 将在信
息化办公尧 村务公开尧 党建信息
化尧智慧旅游尧VR尧AR等方面与
华屋村深化合作遥如今的华屋村袁
已经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袁 曾经
闭塞尧 贫穷的革命古村落正焕发
新的生机遥而在整个瑞金袁相信随
着中国电信进一步深耕信息化服
务袁这座拥有 70万人口的革命红
都将迎来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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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袁 市红都义工协会暨大爱清尘基金会瑞金工作站一行 5人驱车前往瑞林镇保卫
村袁探访尘肺病患者赖清华和赖冬长袁了解患者病情及家庭状况和需求遥据悉袁该会对接大爱清
尘基金会资源袁可为符合条件的人群申请医疗救助尧制氧机和助学金渊小学尧初中尧高中每学年
分别为 1000元尧2000元尧3000元的助学补助冤遥 图为志愿者正在家访遥 见习记者吴志锋 摄

以问题为导向抓好整改落实
瑞金法院党组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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