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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修讯（王炳堃堃 袁少华 特约记者郑文斌）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永修县充分挖掘和利用农垦文化，引导党员干
部积极传承农垦精神，凝聚发展合力，在为民服务、助推发
展上践行初心使命。

永修县云山企业集团有着悠久的农垦历史，半个多世
纪以来，以下放干部、转业军官、知识青年、社会民工为主要
代表的农垦人，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为云
山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当地多次组
织党员干部走进云山农垦展览馆，透过一幅幅历史图片和
资料，追寻农垦足迹，感悟历史积淀。

据云山企业集团武装部副部长、机关一支部书记李朋
朋介绍，老一辈农垦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云山人提供了宝贵
的财富，他们将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履职担当。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不仅是农垦精神的根基，也是云山
党员干部接续传承的好作风。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云山党员干部就把这种好作风带入实际工作，用心用
情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

前段时间连续晴热少雨，云山茅栗岗村种粮大户徐永
斌可碰上了难题，因为全村灌溉用水需求量大，村里仅有的
两口机井已经抽干，眼下正是“二晚”插秧时节，徐永斌承包
的 200 余亩水稻无法得到灌溉。得知此事的云山党员干部，
第一时间来到茅栗岗村，通过现场了解，发现离村子一里地
外，就有一座张家桥水渠，于是，他们立即筹措资金，购买到
足够长度的 PVC 水管，并争取地方供电部门的电力支持，顺
利从张家桥水渠引入水源，为徐永斌干涸的农田“解了渴”。

“现在有了水，200 多亩田差不多十天左右，就可以插完
秧，心里舒坦多了。”看着白花花的水流入干涸的农田时，
徐永斌高兴不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永修县云山企业集团积极创
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通过专家辅导、集体自学和红
色基地教学等方式，让 600 余名党员干部学有所思、学有所

获。同时，云山企业集团还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目前已为群众解决涉及交通出行、医疗就业、生产
技术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 30 余件，收获了群众认可和点
赞。

“我们将组织好各基层党组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把为群众办实事与云山集团重点工作、中心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并广泛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真正将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云山农垦改革、干事创业的生动
实践。”谈及如何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工作时，永修云
山企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瑛这样说道。

永修县

大力传承农垦精神 担当奉献为民办事

共青城市严密疫情防控防线
管控传播风险

本报讯（王飞 吴翔 记者孔颖）当前，共青城市各地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连日来，在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各社区通过线上线下齐
发力，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在羽博社区，“云广
播”、移动小喇叭每天固定播放着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信息，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推进疫苗接种普及工作；在
中航社区，该社区充分利用居民信息底册及 55 个居民群，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告知居民及时接种疫苗，精准摸底，建
立台账，做到有控有查；在城北社区，通过召开疫情防控部
署会，动员社区党员、网格长、志愿者加入疫情防控队伍，向
群众宣传疫情防控公告及政策，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居民知
晓防控重要性。

接种疫苗是目前防控疫情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自
接种疫苗工作开展以来，共青城市各地扎实推进疫苗接种
宣传、服务工作。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上门入户、电话追
踪，对辖区内居民第一针、第二针防疫针接种情况进行摸
排，对时间到了未去接种的居民进行劝导并追踪，对无法自
行前往的居民进行接送，对因特殊情况不能接种的居民进
行核实；各村镇通过“云广播”、微信群、入户等形式进行宣
传，并由村干部带领村民前往定点医院进行疫苗接种。

为进一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和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共青城市在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地实行“二码联查”。
对查验发现无绿码金边或接种记录凭证的，一律登记姓名、
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对无智能手机的老人询问其
疫苗接种情况，一并进行登记。

下一步，共青城市将继续加大对各行业的监督检查力
度和群众举报力度，落实主体责任，压实压细全市各行业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日前，柴桑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不断加强路面巡逻管控、交通秩序管理、客运车辆检查、交
通安全宣传等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守好“路面安全关”，
努力提升群众出行的安全感。 （张婕妤 本报记者 张 驰 摄）

全力守好“路面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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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财政局关于全市“小金库”
专项清查工作举报事项的通告

根据江西省纪委省监委有关工作要求，按照《江
西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
金库”专项清查工作的通知》（赣财监〔2021〕11 号）部
署，现将“小金库”专项清查工作举报事项通告如下：

一、举报对象及范围
此次专项清查对象是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重点是 2019 年以来，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类资金（含
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

凡以上单位存在下列情形的，均可以举报：私存
私放设立“小金库”；收费、罚款及摊派设立“小金库”；
用资产处置、出租收入设立“小金库”；以会议费、劳务
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
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户核算设立“小金库”；虚列支
出转出资金设立“小金库”；以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

“小金库”；转移资金设立“小金库”；账外资产（主要指
固定资产、股权债权、对外投资）；其他形式“小金库”。

二、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792-8575089
电子邮箱：jjczjdk@jiujiang.gov.cn
通信地址：九江市庐山大道 89 号九江市财政局

（财政监督科），邮政编码 332000。
三、受理时间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10 月 31 日，其中：举报电话受

理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30。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提供线索，反

映情况，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绝对保密，切实保护举
报人的合法权益。

九江市财政局
2021年8月19日

2020 年 9 月 26 日，伴随着调度员的一声“开关合闸”，一条
连接着青海和河南的“绿色天路”启动双极低端系统送电。

这条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以下简称“青
豫直流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为支撑青海新能源大规模开
发规划建设的第一条特高压输电通道，也是世界首条主要以
输送清洁能源为主的外送通道。

青豫直流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止于

河南省驻马店市，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等 4 省，线路全长
1578.5 公里，总投资约 226 亿元，输送容量 800 万千瓦，每年可
为河南省输入清洁电量 400 亿千瓦时，“电”亮万家灯火。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青豫直流工程已累计
向河南输送“绿电”120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原煤消耗 369.1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009 万吨。

盛夏时节，放眼水碧山青的海南大地，一幅经济强、百姓
富、环境美、乡风文明的幸福小康画卷正徐徐展开。

海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海省牧区与东部农业区的连接地
带，居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和“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的腹心
区域，集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和高寒地区为一体，
农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海南藏族
自治州认真贯彻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艰苦
奋斗、开拓进取，谱写了从封闭、贫穷、落后走向开放、富裕、文
明的宏伟篇章。

“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这是海南州昔日的真实写照。记者了解到，依托独特的水光
风互补条件，2012 年，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落
户海南州共和县塔拉滩，创造性地引入“牧光互补”模式。

在当地，塔拉滩意为荒芜的草原，这里平均海拔 3000 米以
上，氧气含量是平原地带的 64%。去过塔拉滩的人都知道，不
下雨的塔拉滩只有两样东西，暴晒的日光和漫天的沙尘。如
今，放眼望去，一台台矗立的风机绵延数百公里，大面积的太
阳能光伏板代替了光秃秃的沙石地面，变成了“光伏海洋”。

尤其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以来，海南藏族自治
州着力打造三江源绿色产业集聚发展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
行区，转变发展思路、大胆改革创新，抢抓新能源发展的历史
时机，建立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将塔拉滩荒滩纳入园区
统一规划，建设集光伏、风力发电和工业加工制造为一体的综
合性园区。

记者了解到，这个园区规划面积为 3028.5 平方公里（光伏
发电园 609.6 平方公里、风力发电园 2400 平方公里、工业加工
制造区 18.9 平方公里），规划装机容量 3550 万千瓦，将达到三
个千万千瓦级水平，力争打造全省清洁能源高地。

2019 年海南州整体实现脱贫摘帽，新型清洁能源已成为海
南州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形成了以水风光储为支柱的产业集群。
现在，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一区两园）已形成集光伏、
光热、风电、装备制造、电力基础设施、智能化运维为一体的全球
最大综合性示范园区。5 万千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目、85 万千
瓦世界单体规模最大水光互补发电项目、全国首座百兆瓦国家级
太阳能发电实证基地、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均已落户园区，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1864万千瓦。

当前，海南州正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加强与华为、阿里、腾
讯等企业的战略合作，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打造经济社会发
展新引擎。

走进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只见一块块深蓝色的光
伏板、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风电塔，仿若一块块晶莹剔透的钻石
和耀眼的巨人，闪烁着璀璨的光芒，绽放着助农增收的希望。

生态立州，绽放“海藏通衢”，扮靓青海湖畔。

从全球单体最大的光伏电站到全球最大
的水光互补光伏电站，再到全球首个以输送
新能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大通道，从资源开
发向新能源、新材料转型，从高碳经济向低碳
经济转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海南藏族自治州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发
展之路，为全国能源结构优化，如期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努力贡献出“海南力量”。

绿色决定未来。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
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应对风险挑战、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要更加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从绿水中寻“宝藏”，在青山中找“动力”，在

“风”“光”中掘“能量”，让未来的日子既有金
山银山的繁荣，更有绿水青山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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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 拉
滩上修建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牧民
定居房。（资
料图片）

▶5 万千瓦熔盐塔式光热发
电 项 目 。（ 中 电 建 青 海 共 和
50MM 塔式光热发电项目部）

绿色决定未来
肖玉珍

市领导到市妇联调研指导
妇女工作
蒋文定带队

本报讯（记者商乐）8 月 17 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蒋文
定带队到市妇联调研指导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会议传达
了市委十一届二十一次全会精神和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总结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妇
女工作情况汇报。

蒋文定对市妇联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就今后贯彻落
实好会议精神、开展好妇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蒋文
定指出，市妇联要把全市的妇女发展工作融入到九江发
展大局之中，将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争取
将九江的妇女儿童工作推向更高水平。要瞄准市妇联职
责定位，加强学习，特别是上级文件精神和相关妇女创业
就业、家庭教育等新政策的学习，精准适应妇女儿童工作
形势发展。要结合当前重要工作任务，继续深入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和“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要加强妇联自身建
设，持续抓好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断增强妇联组
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