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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江西各地按下新年“奋进键”

2月20日，江西首家中欧班列
进口保税品门店“南铁易购”正式
营业，该门店位于二七南路125号
南铁国旅大厦一楼，销售产品涵盖
美妆个护、母婴用品、糖果酒水、居
家用品等400余种。

据了解，中欧班列进口保税
商品门店项目是中欧班列效能的
延伸，通过中欧班列将世界各地
特色商品引入铁路、机场、地铁、
成熟社区等商业场景。货物从到
岸至消费者手中，整个环节全流
程监管，中间环节少，确保商品

“保真、平价”，满足广大消费者对
品质生活和高性价比商品的消费
需求。

“中欧班列品牌信誉度有保
障，我们买得放心。在家门口就

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确实
很方便。”路过门口，看到中欧班
列品牌就进来选购商品的顾客赵
先生说。

据了解，“南铁易购”中欧班列
进口保税商品门店采用“全球直
采”加“1210 保税跨境电商合作”
的方式采购商品，所售商品采用
全球最先进的RFID防伪技术，实
现每一个单品全程追踪、溯源。
从试点门店至后期规划建设门
店，坚持同城同质同价供货。同
时，“南铁易购”融合多种促销方
案和营销渠道，并配备闽赣两省
农特产品售卖专区，为消费者提
供“一键购买+门店自提+物流送
达”购物服务。

（邬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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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大家都在干什么？全省各地干部
群众立足本职岗位，以开局就是冲
刺、起步就是决战的实际行动，迅
速进入忙碌工作模式，展现了干成
一番新事业、干出一片新天地的信
心和决心，力争以优异的工作业
绩，为我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打下坚实基础。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各种大
型施工机械齐上阵……2月18日，
上饶市丁家洲大桥、国际细胞谷、
南京师大附属学校，以及新余市国
电投分宜电厂、赣锋锂业等多个重
大项目建设开启“加速度”，施工现
场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在各
自岗位忙碌作业，呈现出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位于上饶经开区滨
江商务中心的国际细胞谷项目，总
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

是一个集干细胞生产基地、医疗服
务中心、科研中心和养老养生为一
体的综合体。项目现场管理员王
仪兵说：“新的一年，我们要起好
步、加油干！”

当天，南昌龙旗科技园的生产
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
SMT 生产线上对电子元器件进行
点焊、贴片等操作。南昌龙旗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是南昌高新区电子
信息龙头企业之一，主要生产手
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等移动智
能终端整机产品。自去年7月陆续
搬进新厂房，公司SMT生产线一直
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今年产能预
计将达到4400万台，有望实现产值
100亿元。

春早绘蓝图，聚力开新局。
宜春市召开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动员大会，吹响了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号角。在创建第
七届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宜
春市将坚持高位推动，全民动员、
全民参与，网格管理、精细管理。
在硬件上补短板，在软件上抓提
升，在管理上上水平，齐心协力把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做细
做实做到位。

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江西嘉鑫陶瓷有限公司传出消息，
公司出口美国6个专柜产品，销售
额约20万美元，为黎川工业赢得出
口创汇开门红。

工人掀起施工建设生产热潮，
党员干部则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而努力。“现在有多少工人返岗
了？有什么需要我们支持的？”上
班第一天，赣州市金顺科技负责人
就收到园区干部送来的温暖。当
日，章贡区启动为期3天的复工复

产大走访活动，
100 余名干部深入 200 余家企

业，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安全
生产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
况。“我们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
水平，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
境，为保障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
好局、起好步、加油干提供有力支
撑。”章贡高新区企业服务部干部
曾繁经说。

人勤春来早。不仅是重点项
目建设工地和企业生产车间，在全
省广袤农村，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
的春潮。

在浮梁县勒功乡田间地头，乡
村干部正带着村民兴修农田水利
设施。勒功乡党委书记王锋胜说：

“我们要坚定信心、铆足‘牛劲’，因
地制宜发展茶产业、旅游产业等，
奋力在牛年创造新的辉煌。”

上栗县 90 余名“第一书记”纷
纷走进脱贫户、种植养殖户家中，
了解开春后的种植养殖计划，引
导大家做好春耕备耕、春季森林
防火等工作，全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突突突……”2 月 18 日 8 时
许，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富塘
村种粮大户李火水，驾着拖拉机
在水田中来回穿梭。一年之计在
于春，春耕备耕正当时。2 月中旬
以来，李火水抢抓晴好天气，准备
大干一场。“今年，我投入 15 万元
采购了一批新农机，并且学会了
新的种粮技术，将全程采用机械
化耕种，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
李火水笑呵呵地说，今年他准备
种粮 2000 多亩，预计粮食总产量
超过 100 万公斤。

（据《江西日报》）

当兵 21 年，一腔热血献身国
防；从警 13 载，爱岗敬业再创辉
煌。从“橄榄绿”到“警察蓝”，脱下
的是军装，脱不掉的是情怀；变化
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新年前
夕走基层，记者来到了丰城，见到
卢其龙，给人第一印象是威武中透
着亲切，就像身边的大哥。卢其龙
今年 53 岁，现任江西省公安厅交
管局高速交警总队直属一支队第
七大队副大队长。从警 13 年来，
他扎根一线，全身心扑在高速交管
工作上，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我是党员，我先上”

累计检查车辆500余辆，帮助
过路车辆补胎、换胎11次，排除隐
患 20 余次…… 2020 年 2 月，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卢其龙向全体党员
民警发起倡议，号召党员民警冲锋
在前，做好战斗准备。而他自己更
是主动战斗在一线。他每天坚守
在南昌南执法服务站，对来自重点
疫区的车辆进行严格检查登记，仔
细询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配
合当地防疫部门做好疫情检测工
作，有时一站就是 4 个小时，车辆
一多忙得连水都来不及喝，年轻的
民警叫他休息，他却说：“关键时
刻，一秒也不能耽误。”

为做好内部疫情防控，他要求
大队民警落实每日早晚 2 次测体
温、戴口罩、实行分餐制，督促大家
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的
好习惯。在组织征求援鄂支援意
愿时，他第一个在微信群报名，“我
是党员，我先上。”

勤俭质朴“老大哥”

卢其龙在第七大队年纪最长，
是同事眼里的“老大哥”。他常说，
年轻人要多动手，切忌眼高手低，
他看到后院有片荒地，便利用空闲
时间带领大家一起清理碎石、拔草
锄地，硬是将一大片荒地改造成大
队的“菜园子"，让同事们一年四季
都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蔬菜瓜果。
看到大队哪里的电器坏了、哪里的
螺丝松了、哪里的设备出故障了，
他都会亲自上手修理。上半年雨
水较多，大队民警晚上经常半夜出
警，从办公大楼到停警车的后院，
路上很暗，有民警因晚上出警路滑
看不清而摔跤。发现这一情况后，

卢其龙自费在网上购买了 3 套太
阳能照明灯，分别安装在大队后院
的不同位置，解决了民警出警时摸
黑去开警车的不便。

在日常工作中，他也是冲锋在
前、扛责在肩，每逢酒驾整治等统
一行动期间，只要他当班，都会带
头上路，与民警一道在收费站执
勤。看到民警、辅警辛苦，就让他
们休息一下，他自己却一站就是两
三个小时。

培训班里“领路人”

作为转业退役军人，卢其龙始
终保持优良的军人作风，在平时的
工作生活中严格自律，每天都进行
跑步等体育锻炼，给大家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
大家都自觉养成每日打卡、早睡早
起、进行体育锻炼、规定时间用餐
等好习惯，保证了能以强壮的体魄
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交管工

作当中。2020年年中，作为支队勤
务辅警培训班和中队干部政治轮
训班的负责人，卢其龙负责这两期
培训班的培训工作。培训过程中，
他始终坚持从训练方案制订、课程
安排、日常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
事无巨细，一一落实到位，

他常说：“汗水砸下去，实战本
领才会长出来。“在培训过程中，他
严格实行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自
己从未休一天，和学员们同吃同住
同训练，正是他这样的模范带头作
用，培训学员个个不敢马虎，都全
身心地投入到培训当中去。

脱下军装，兵心未改，穿上警
服，使命依旧，在无悔的警营岁月
里，卢其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着高速交警的责任，守护辖区道路
畅通有序，诠释着一位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

（董旭光 蔡繁 记者 罗春林/
文 王斌/图）

卢其龙：用行动诠释责任在肩
◎新春走基层

江西省财政厅 20 日发布消
息，该厅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
2021年省级部门预算公开工作的
通知》中明确，开展省直预算部门
2021 年预算信息公开工作，要求
各部门主动公开省直部门2021年
部门预算。

根据规定，江西省各部门应当
在财政部门批复预算后20日内向
社会公开。基于此，省直各部门应
按要求集中在2月9日通过本部门
门户网站和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专
栏同步公开部门预算。各部门所
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
在部门批复后20日内由单位向社
会公开，鼓励适当提前公开时间。

此外，在公开预算的同时，应
当按照统一样式制作目录，一并公
开本部门的职责、机构设置情况、

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
排、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
二级项目文本等情况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一般公共
预算中的“三公”经费预算分项，各
部门对其增减变化及主要原因要
进行说明。

同时，江西省财政厅在其门户
网站设立专栏，要求各部门在专栏
统一集中公开，方便公众监督查
询。公开的预算信息要求保持长
期公开状态。

江西省财政厅强调，除涉密部
门外，各部门应及时、准确、全面地
向社会公开本部门 2021 年预算，
并负责督促指导所属单位严格按
照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向社会主
动公开本单位2021年预算。

（据中新网）

江西统一集中公开省直部门预算
接受公众监督查询

▲ 卢 其 龙
在执勤

◀ 卢 其 龙
在 进 行 普
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