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1日，工人在位于南康区太窝乡的格力电器（赣州）智能制造基地格力展示中心施工现场忙碌。格力展示中心预计3

月投入使用。目前，格力电器（赣州）智能制造基地建设正有条不紊地展开，全部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 100 亿元，可提供超

3000个就业岗位。 李康华 记者邹忠辉 摄

近日，在会昌县清溪乡半岭村村委

会旁的兑换超市里，村民刘奶奶兑换好

生活用品后说：自从有了这个兑换超市，

大家的生活习惯都有了很大改变。

清溪乡半岭村再生资源回收积分兑

换超市设在闲置的村小教学点里，专门

回收废旧纸壳、废旧金属、废旧电器等再

生资源。笔者在超市里看到，以前脏乱

废旧的闲置教室被收拾得整整齐齐。超

市里的功能区域也划分得很明确，有商

品区、回收区、称重区、登记兑换区等。

商品区的货架上摆放着牙膏、洗衣液、食

用油等 20 余种商品，商品上面都贴了一

个便签，写有商品所对应的积分。超市

门口张贴了再生资源积分兑换制度，这

样村民就可以一目了然清楚自己的积分

可以兑换哪些商品。

据超市负责人谢丽娟介绍，村民只

要有可回收的垃圾，都可以拿到超市变

卖，超市会按市场回收价进行回收并支

付现金，此外还会给予积分奖励。村民

每变卖 1元再生资源，就可以给予奖励 10
个积分。奖励积分满 50 分，即可在超市

兑换价值 1 元的商品。“随着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推进，村民会主动做好垃

圾分类，然后把可以卖钱的再生资源拿

到超市去卖，不但可以卖到钱，还可以免

费兑换商品。”半岭村党支部书记江宗鲜

说，小积分改变了村民们的习惯。

据了解，清溪乡积极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通过宣传栏、地推活动、入户

宣传等方式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同时，投放垃圾箱、垃圾分类收集小

屋等，树立垃圾减量和垃圾管理“从我做

起、人人有责”的观念，提高村民垃圾分

类的意识，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倡导文

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积分兑出环保新意识
□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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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时 11分，电话未接通；19时 12分，

电话未接通；19时15分，对方已关机……

这是1月13日兴国县社富乡半专业扑

火队二中队队长欧阳云与队员陈联启的联

系记录。让人悲痛的是，队长欧阳云从此再

也无法联系上战友陈联启了。

当日，在支援于都县岭背镇“1·13”森
林火灾扑救中，因火势突变，风机手陈联

启避险不及，不幸殉职。他的生命，定格

在了 50岁！

英雄壮举，可歌可泣；生命赞歌，感天

动地。陈联启用生命谱写的英雄赞曲，唱

响了新时代荡气回肠的为民之歌。

冲在扑火最前线

1月13日下午2时40分，跟往常一样，

陈联启同 3名队友驱车从乡消防站出发，

先后来到东韶村、溪源村、九山村等地进行

日常森林防火巡查。下午 4时 45分，陈联

启接到乡里电话，须紧急前往与廖下村交

界的于都县岭背镇小禾溪村支援灭火。

接警后，社富乡29名半专业扑火队队

员立即出发，赶赴救援现场。他们抵达救援

现场才意识到形势严峻：山高林密，地势陡

峭，火线较长，附近还有几户居民。

形势危急，眼看着山火正不断逼近山

间民房，有着 8年扑火经验的陈联启主动

请缨，“队长，我是风机手，我在前面。”于

是，由陈联启等人组成的先锋队，毅然决然

投入救援。

作为顶在最前面的风机手陈联启，他

心里明白，自己所在的位置风险是最大

的，因为万一出现风险，风机手的避险时

间是最短的，避险空间也是最小的，但是

他没有退缩，仍然勇往直前，逆向前行，奔

赴火点扑火。

由于行动迅速，火势逐渐得到控制。

但临近傍晚，火场风力突增，风向突变，火

线瞬间发生跳火，火势迅速蔓延，风险极

大，危急关头，全体队员紧急避险撤退。

晚上 7 时 10 分，在聚拢清点队员时，

欧阳云发现队伍少了战友陈联启，随即组

织队员通过电话、喊话呼叫、分散寻找等

方式搜寻。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搜救，队员

们在火场找到了陈联启，发现其已被大火

烧倒在地，身上的衣服及所携带的手机已

经被烧毁，他所携带的风机也已被烧得所

剩无几……

“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面对采

访，欧阳云和队友们一时陷入沉默。

扑火队的老大哥

陈联启是社富乡稠村村人，于2012年
9月24日加入社富乡半专业扑火队。他是

入队时间最长的队员，也是年纪最大的队员

之一，加之他时刻懂得为自己的同伴着想，

队员们都将陈联启当成自己的“老大哥”。

“万一出了紧急险情，你们赶紧撤，我

是老队员了，你们的身后交给我，我会用

风机为大家争取撤退时间的。”这是陈联

启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回忆当时的情景，队员刘和珍不禁泪

湿眼眶。在扑火队员中，风机手背着近 15
公斤重风力灭火机冲在最前，可以说是最

累的，也是最危险的。而这对于陈联启来

说，却习以为常了。不仅如此，每次爬山

灭火，途中他都是主动帮忙背风机，好像

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陈联启所在的扑火队中有一位叫胡

华坤的新入队队员，虽然入队只有半年，

但他对陈联启的感情却非常深。“在队里，

我也是风机手，我的技能是他手把手教我

的，对于我们这些年轻队员，他总会耐心

地教导我们扑火的诀窍以及现场需注意

事项。”胡华坤说，“记得第一次参与实战

扑火，可能是当时比较紧张，扑火位置不

对，发现我的问题后，他第一时间跑过来

纠正我的‘打法’。”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掌握扑

火的技能。”对于陈联启这位老大哥，胡华

坤内心既充满感激，又充满愧疚。感激的

是，陈联启教会了他许多；愧疚的是，他再

也没机会报答自己的老大哥了。

充满正能量的热心人

此前，陈联启一直在外地务工，是一

名技术工人，也做过部门主管，2012年，为

了照顾家人，他跟哥哥回到老家社富创业

一起做制衣。当他得知乡政府招聘扑火

队员的消息后立即报了名。入职时，他已

42 岁了，村民们好奇地问他，年纪这么大

了，工资也只有几百元一个月，为什么要

选择这一职业？

“我们都是受陈联启的影响，怀着一颗

公益心报名参加的。”对于这一问题，社富乡

半专业扑火队队员们给出了统一答案。在

他们看来，参与扑火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

事，是一件光荣的事，一定要坚持下去。

说起扑火这一光荣使命，队员刘熙荣

讲述了一件让他至今难忘的事：有一次他

同陈联启支援森林扑火，因为火情复杂，其

他的队伍出于安全考虑，没有轻易上前扑

火。而陈联启却担心着山里村民们辛苦栽

种的油茶林，反复请示征得同意后，他毅然

带着战友们前往火线灭火，最终成功保住

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林”。

“我们这支队伍有点类似于古时的

‘兵农合一’，除了平常的训练、培训及灭

火出警之外，队员们各自都有自己的

事。”社富乡防火办工作人员介绍说，陈

联启平时也在做着制衣工作，并且对乡

村两级的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近两

年，人居环境整治、疫情防控、松材线虫

疫木处理、敬老爱老活动等，他都会主动

参与，他用实际行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

力量。

英雄已逝，浩气长存。陈联启用生命

彰显了扑火队员顾全大局、临危不惧、敢于

献身的风采，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1月19日，龙南市公安局、共青团龙南市委、龙南市青

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青年

志愿者和民警们深入居民小区、宾馆酒店、大街小巷等地，

通过现场讲解、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

众宣传反电诈知识，营造全民反电诈氛围。

陈礼龙 记者吴悦 摄

本报讯 （杨启芳 记者钟清兰）1 月

23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继续落实好森林火险橙

色预警响应措施，抓实抓细森林火灾防范

各项措施，确保森林防灭火工作安全。

根据我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段时

间我市将持续干燥少雨天气，最高气温达

24℃，局部阵雨不能缓解林区高火险形势，

天气条件将导致林内可燃物极易点燃，林

火极易蔓延，全市森林火险等级将维持在

高度危险级别，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通

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

森林防火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继续保

持森林防灭火一边倒的工作态势，按照

《赣州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要求，结合实

际，继续落实好橙色预警响应措施。各地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加强值班值守,确保政

令畅通。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广播、电

视、报刊、互联网、新媒体等公共媒体及时

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播放森林防火公益广

告，加强森林防火宣传。严格执行“五个

禁止”规定，停止炼山等野外特殊用火审

批，全面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严格落实

“两长两员”责任，加强野外火源管控。各

地派出工作组深入林区开展森林防火督

查。加强森林防火巡查、检查，在重要区

域增设临时防火检查站。各地专业森林

消防队、半专业扑火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做好扑火准备。

另外，从 1月 24日起，市森防指将派出工作组，对各地

落实橙色预警响应措施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发现落实不到

位的，将严肃问责。

本报讯（记者刘燕凤）1月 20日，记

者从赣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

十二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面对当前日益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市公安局切实强化

组织部署，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和防控重

点，扎实做好中高风险地区入赣车辆、人

员摸排、出入（国）境人员管控、网络舆情

监测、涉疫违法犯罪活动打击等工作。近

期，市公安局选派了28名精干警力参与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组、专家队和全市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组，全力协助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做好督导、指导工作。

市公安局充分发挥公安大数据平台

优势，全面开展涉疫信息分析研判，全力

做好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车辆入赣的信息

核查摸排工作。依托旅馆业住宿实名登

记管理系统和流动人口电子平台，全面加

强旅馆业、出租房管理，对中高风险地区

入住我市宾馆酒店或出租房的人员信息

进行全面梳理，分析研判后报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并推送属地核查。此外，还对全

市 1690家物流企业和 1万余名司乘人员

进行了细致排查。加大卡口查缉和视频

监控巡查力度，对从中高风险地区进入我

市的车辆信息进行轨迹追踪，第一时间调

度路面警力逐一落地核查。截至目前，排

查从中高风险地区进入我市车辆569辆。

针对我市疫情形势，市公安局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的工作要求，加强信息

溯源，强化管控措施，严厉打击非法出入

国（境）活动。严格出境审批程序，压缩

出境人数，对非紧急必要的情形一律劝

阻延后办证。2020年 2月以来，全市共受

理审批各类出国（境）证件申请 12910 人

次，同比下降 91.69%。制定了《赣州市公

安局关于入境来赣人员摸排工作方案》，

对常住我市的外国人进行了全面摸排，

每日跟踪、定期分析汇总情况。与江西

边检总站九江边检站、市外事办、市教育

局等 14家单位成立赣州市“三非”外国人

治理和反偷渡工作协调小组，制定并下

发了相应工作方案，密切协作，联动侦办

了一批“三非”外国人案件，依法对涉案

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和遣送出境。严格

落实 24 小时网上动态巡查管控机制，严

密监测涉疫舆情信息，严厉打击发布涉

疫虚假信息和造谣滋事等违法行为，及

时做好舆论导控，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本报讯（李水平）近日，南康区隆木乡纪委书记叶新

生在参加“第二批乡镇纪检监察干部跟班学习座谈会”后，

他认为对今后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更加有信心、有决心。

为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干部依规依纪依法履职能力，2020
年初，南康区纪委监委制定《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全员培训

工作思路》，依托“1+4+N”培训载体（即一批集中培训班、四

项常规培训和N项实战培训），有序推进各项培训任务，大

力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本次培训分层次组织各类培训，设置了政治理论、纪法

业务、巡察业务、综合业务和村级纪检组织建设等集中式培

训课程，组织区乡村三级纪检监察干部开展集中培训。

2020年，南康区纪委机关开展了2期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3
期巡察业务培训班，培训384人次。各乡镇纪委开展政治理

论培训班、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各 19 期，培训 1026 人次。

利用“周一夜学”，邀请乡镇纪委书记授课，有效提升乡镇纪

委书记归纳总结、口头表达和临场发挥能力。2020年，组织

6名乡镇纪委书记到区纪委监委机关进行授课，8名区纪委

监委机关年轻干部“领题”上课。同时，运用领办、协办、交

叉办理、“纪检监察室+派驻机构”和“纪检监察室+巡察机

构”审查调查内部协作机制，通过多岗位学习历练，全面提

升区乡两级纪检监察干部实战能力和执纪执法工作水平。

南康区纪委全员培训提升队伍素质

本报讯 （刘超）“大家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做好问题底

稿，写入巡察报告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有问题底稿支撑，

且佐证资料要充分，问题底稿要规范填写……”日前，瑞

金市委第五巡察组对云石山乡开展巡察“回头看”时，巡

察组工作人员如是提醒乡村干部。

为进一步增强巡察发现问题的精准性，推动巡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瑞金市委巡察机构严格落实巡察报告问题底

稿制度，要求各巡察组凡是写进巡察报告的问题都要有具

体的人和事作支撑，对发现的问题要精准研判，客观准确

反映巡察情况，确保巡察工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坚持“一问题一底稿”的原则，严格规范巡察问题底稿，要

求巡察组详实记录巡察发现的问题，包括问题来源、问题

概述、了解内容、支撑材料、了解人、复核人、组长签批等，

并附上谈话记录、情况说明、资料凭证等佐证材料，确保巡

察发现的问题有据可查，让巡察报告“底气”更足。

“问题底稿作为巡察报告的重要支撑材料，既可以反

映巡察工作全貌，又可以回应相关的疑问。我们下一步将

加强问题底稿制度的深化运用，着力推动巡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该市巡察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

瑞金严格规范巡察问题底稿

烈火中的生命赞歌
——追记兴国县社富乡半专业扑火队队员陈联启

□陈鹏 特约记者黄志勇

我
市
发
布
紧
急
通
知
要
求

抓
实
抓
细
森
林
火
灾
防
范
各
项
措
施

赣州公安机关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刘青）
1 月 21 日，在第 68 届“世界

防治麻风病日”暨第 34 届

“中国麻风节”即将到来之

际，从马海德基金会传来喜

讯，我国麻风防治行业奖“马

海德奖”揭晓。此次全国获

得马海德奖共有 10 人，赣州

市皮肤病医院副主任医师许

传勤入选，成为全省唯一获

奖者，至此我市历年来已有

6人获此殊荣。

马海德奖是在原卫生

部支持下，由马海德基金会

设立，旨在纪念为我国麻风

病、性病防治工作作出杰出

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新中

国卫生事业的先驱马海德

博士，表彰和奖励为中国麻

风病防治、研究和管理作出

贡献的优秀工作者的行业

奖项。该奖由马海德基金

会每年颁发一次。因受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

马海德奖首次实行线上评选。自 1990
年该奖设立至今，全国已有 426 名麻风

防治工作者获此荣誉。

据了解，许传勤长期从事临床医学、

医政管理、输血研究、麻风病防治等工作，

现任赣州市皮肤病医院党支部书记。许

传勤在 1998 年被卫生部授予“抗洪抢险

救灾防病先进个人”称号，2015年被授予

“全国麻风防治先进工作者”称号。

本报讯（刘生发 李惺）1 月 21 日，

国网赣州市赣县区供电分公司组织机关

各部门全体人员利用夜间时间走进小区

开展“欢迎回家、暖心守护”客户大走访

活动，向居民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节能

常识以及“网上国网”APP 等线上缴费

方式，收集客户诉求，帮助居民解决用

电困难，让优质的服务深入人心，提升

客户满意度。

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近期外出

务工人员陆续返乡，该公司党员服务队主

动作为，组织电管家提前与村委会、社区

联系，摸清外出务工人员人数，掌握其归

期，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建立特殊客户用

电档案，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并开辟

返乡人员用电绿色通道，简化业扩流程，

压缩装接时限，加强对返乡人员安全用电

宣传，积极引导他们在用电高峰期不要同

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提升返乡人员安全

用电意识。开展“网上国网”APP客户端

推广宣传和办理，方便在外务工人员交纳

和查看电费电量。深入返乡人员家中，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检查户内线路和用电设

备，及时消除隐患，确保返乡人员安全可

靠、无忧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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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县区供电公司:

上门走访情暖“返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