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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就是
当前最大的讲政治袁2020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袁让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袁这就是我们坚定的信念浴

首先袁 要坚持实事求是袁把
好精准识别关遥 野精准冶就是要实
事求是袁决不能让不符合条件的
农户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袁要象
野方志敏杀亲叔冶一样铁面无私袁
也决不能把符合条件的农户拒
之门外遥 实践证明袁只要坚持实
事求是袁就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袁群众满意度就会提高遥

其次袁 要坚持开拓创新袁实
现精准脱贫遥 精准扶贫工作要学
习方志敏的创造精神袁针对一般
贫困户的脱贫要注重精神帮扶袁
帮助树立信心和决心袁变野要我

脱贫冶为野我要脱贫冶袁增强发展
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曰要建立
贫困户发展基金袁 设立专户袁把
每户 5000元渊或 1万元冤资金注
入其中袁借给有发展意愿且有发
展项目的贫困户袁 政府贴息袁到
期收回袁 再借给下一户贫困户袁
可持续利用袁 减轻政府财政负
担遥 对不发展产业的不能给任何
优惠袁并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予
以除名袁 政府决不能扶懒汉曰要
加大再就业尧 产业技术培训力
度袁扩大贫困人口培训面袁使他
们掌握一技之长袁并优先推荐到
各用工单位尧企业尧合作社袁使贫
困户家庭至少有一人以上就业袁
从而实现脱贫遥 对于家庭成员患
有恶病尧长病尧残疾尧无赡养人等

确无发展能力的纯低保户袁采取
提高低保人口整户率和低保金
标准袁通过政府兜底实现脱贫遥

再次袁 要坚持立足长远袁共
同致富奔小康遥 各单位尧扶贫工
作队要多做打基础尧 管长远尧利
全局的事袁少把有限的时间耗费
在五花八门的表格中和无休止
的内业上遥 要科学制定村级五年
发展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袁并严
格执行袁一年接着一年干曰要抓
紧基础设施建设尧整村推进项目
实施到位袁改善发展条件曰要下
大力气整治村庄环境卫生袁绿化
美化亮化村容村貌袁改善人居环
境曰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袁树立
乡风文明袁破除陈规陋习袁切实
减轻群众人情负担遥

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 打赢脱贫攻坚战
阴市政协副主席 钟天雨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讲政治尧有信念遥作
为一名党员司法工作者袁 必须把
野讲政治尧有信念冶刻在骨子里尧扎
根头脑中袁 把固本铸魂作为一辈
子的修炼遥

要把野讲政治袁有信念冶铭刻
在思想上袁着力增强野四个意识冶遥
要树牢政治意识袁永葆忠诚本色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袁 坚决抵制西方 野三权分
立冶野司法独立冶等错误思潮曰要树
牢大局意识袁提高服务水平遥紧紧
围绕市委野干成三件大事尧实现六
个突破冶工作目标袁不断改进工作
方法袁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曰要树牢核心意识袁
坚持党的领导遥 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袁 切实做到维护核心尧 听党指
挥曰要树牢看齐意识袁提升法院形
象遥向党中央看齐袁向党章党规看
齐袁向先进典型看齐袁以一流工作
业绩回应群众期待遥

要把野讲政治尧有信念冶熔铸
到作风上袁持续改作风尧提效率遥
要在服务群众上野细而又细冶遥 积
极践行群众路线袁 着力在推进便
民服务尧加强审判管理尧提升审判
质效尧野基本解决执行难冶 等方面
细化举措袁提升质效曰要在司法作
风上野实而又实冶遥 坚持野两学一
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袁认真部署开
展 野纪律作风教育和督察活动冶袁
坚决杜绝野冷硬横推冶野吃拿卡要冶
等问题曰要在遵守纪律上野严而又
严冶遥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袁坚持做到野五个必须冶遥加强审
务督察和专项检查袁重点查处顶风违纪和充当司
法掮客等不正之风袁防止野四风冶问题反弹回潮遥

要把野讲政治袁有信念冶落实到行动中袁敢于
担当尧攻坚克难遥 要奋力完成市委部署的各项工
作遥 克服案多人少尧基层法庭建设经费不足等困
难袁确保干部脱岗驻村袁及时下拨帮扶资金遥带领
全院干警扑下身子袁精准施策袁抓实脱贫攻坚整
改袁确保实现如期脱贫摘帽目标遥 加速推进棚户
区改造动迁工作袁着力服务工业企业尧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曰要按照上级法院的工作部署袁在 2018
年初如期实现野基本解决解执行难冶工作目标曰要
擦亮瑞金法院的品牌特色遥围绕野苏区法院窗口冶
的工作定位袁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袁力争瑞金法
院的各项工作走在赣州仍至全省前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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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时期袁 无数的革命先
辈袁为着自己的理想信念袁不计
个人得失袁不惜流血牺牲袁其中
的典型代表是瞿秋白同志遥

瞿秋白袁是中共早期主要领
导人之一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者袁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遥 在
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危急关头袁瞿
秋白主持召开党的八七会议袁在
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遥 当
他遭受王明野左冶倾错误路线排
挤袁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袁身患
严重肺病的情况下袁于 1934年 2
月进入中央苏区瑞金袁赴任苏维
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一职遥 红
军长征时袁 瞿秋白服从组织安
排袁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
争袁他无怨无悔袁为党和革命的
事业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遥

1935年 2月袁在突围战斗时
瞿秋白不幸被捕袁由于叛徒的指
认袁他的身份被识破遥 为了让瞿
秋白投降袁国民党百般利诱遥 就
在行刑前 5 天袁 国民党还继续
派员游说他袁 说不必发表反共
声明和自首书袁 只要答应到南
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
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遥 但他
不为所动袁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
理想信念袁 宁死不屈遥 6 月 18
日袁瞿秋白牺牲于福建长汀袁年
仅 36 岁遥 毛泽东对他高度评
价院野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
了英雄的立场袁 宁愿向刽子手
的屠刀走去袁不愿屈服遥 他的这
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袁 这种临
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
存下来的思想袁将永远活着袁不
会死去遥 冶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

讲政治尧有信念的光辉典范袁是
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遥
今天袁 我们要做讲政治尧有

信念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袁必须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袁按照市委的安
排部署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
好精准扶贫工作袁确保所挂点贫
困村与全市同步脱贫遥

一要切实负起责任遥 带领全
体驻村干部和村干部袁整合各方
力量袁确保各项政策要求在挂点
村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遥

二要深入一线调度遥 让贫困
群众充分感受到党的温暖遥

三要严格抓好督促检查 遥
按照市委要求落实驻村各级干
部工作责任袁 及时对各项工作
的进展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
查袁确保所挂点村工作不掉队尧
争先进遥

追忆革命先烈 坚定理想信念
阴市纪念馆馆长 周景春

创建省级森林城知识窗

16尧森林的三大效益是什么钥
答院包括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3个方面遥
经济效益袁 可概括为直接经济效

益与间接经济效益两大类遥 直接经济
效益主要来自木材尧药材尧苗圃尧果实
的生产以及公园旅游收入等遥 间接经
济效益主要来自于遮阳和防风带来的
能源节省袁防火尧贮水保土和净化环境
所带来的损失减少袁 绿地所带来的财
富增值袁 以及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等遥

生态效益袁由于森林环境渊生物与
非生物冤 的调节作用而产生的有利于
人类和生物种群生息尧繁衍的效益遥主
要包括:淤调节气候遥 浓密的林冠阻挡
太阳辐射, 使林内呈现巨大的温室效
应遥 于涵蓄水源尧保持水土(见森林水
文作用)尧 防风固沙遥 盂减少旱灾尧洪
灾尧虫灾等自然灾害遥 榆改良土壤遥 枯
枝落叶层经微生物分解变为有机质而
增加了土壤肥力遥

社会效益袁 表现为森林对人类生
存尧 生育尧 居住尧 活动以及在人的心
理尧情绪尧感觉尧教育等方面所产生的
作用遥森林是旅游休养的最佳场所袁森
林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尧科研基地袁森林
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袁 森林是爱国主义

教育的基地遥
17尧假如地球失去了森林袁世界将

会是怎样钥
答院渊1冤 陆地上 90%的生物将消

失 袁450 万个生物物种将灭绝 曰 渊2冤
90%的动植物将面临干渴的威胁 曰
渊3冤全世界 70%的淡水会白白流入大
海袁人类将会出现淡水危机曰渊4冤生活
用炭将减少 70%袁 生物放氧将减少
67%袁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
加袁地球将会升温曰渊5冤许多地区风速
将增加 60-80%袁亿万人将毁于风灾曰
渊6冤沙漠扩大袁水土流失严重曰渊7冤人
类得不到木柴尧建材尧林副产品袁经济
生活将遇到巨大困难曰渊8冤空气污染尧
噪声污染尧太阳辐射增加袁人类将无
法生活遥

18尧地球三大生态系统是指什么钥
答院森林尧海洋尧湿地
19尧什么比喻为地球之肺钥什么比

喻为地球之肾钥
答院森林是野地球的肺冶袁湿地是

野地球的肾冶 渊未完待续冤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众成脐橙种植中心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10021502袁 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康居)锦江城市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全持有的证号为
0100114-29号房屋产权证渊房屋
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绵江大道西
岸锦江名城锦绣园冤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康居)锦江城市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全持有的证号为
0100114-30号房屋产权证渊房屋
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绵江大道西
岸锦江名城锦绣园冤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康居)锦江城市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全持有的证号为
0100114-31号房屋产权证渊房屋
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绵江大道西
岸锦江名城锦绣园冤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定于 2017

年 7月 25日至 8月 4日在江西省
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公开挂牌出让江西瑞金经开区
M-05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阅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
www.jxgtzyjy.gov.cn 电 话 院0797要
2557967

瑞金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 7月 5日

樟树权属公示
瑞金市瑞林镇保卫村大下垅

小组落网林场有一株枯死樟树袁经
保卫村委证明权属归大下垅小组
集体所有袁无权属争执纠纷遥 现予
以公示袁如对该枯死樟树的权属有
异议袁请于 2017年 7月 12日前与
我 站 联 系 遥 联 系 电 话 :0797 -
2521380,13879718357遥
瑞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2017年 7月 5日

http://www.jxgtzyjy.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