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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 切实推进老区旅游精准
扶贫袁 促进红色土地绿色崛起袁 日前袁
2017全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举行遥 论坛发布了 2017中国候鸟旅居
小城榜入围名单袁瑞金入围山花烂漫十
佳遥

叶坪大道边的桃花尧二苏大旧址
的樱花尧 红井景区的油菜花噎噎一
到春天袁红色旧址 尧绿色田野尧金色
油菜花交相辉映袁 构成一幅独具特

色的田园风光画袁 来到这里可以感
受红色魅力和绿色之韵和谐共融的
美丽风景遥 还有罗汉岩风景奇秀尧山
水相依袁在春天里 袁更是山花烂漫 尧
彩蝶飞舞袁 令人仿佛走进了一幅浑
然天成的山水画卷遥 正因为瑞金有
这么美的花海田园袁 才成功入围山
花烂漫十佳遥

候鸟旅居小城源于候鸟在迁徙过
程中选择最佳栖息地的自然规律与

生存智慧袁也就是气候生态环境宜游
宜居宜业目的地的代名词遥 候鸟旅居
小城的行动和目标是探索 野绿水青
山冶转化为野金山银山冶的具体路径袁
全力推进野观光旅游冶转型升为野健康
旅居冶新业态袁精准对接国家旅游扶
贫政策袁推动各小城旅游业态从野观
光旅游冶转型提升为野健康旅居冶袁通
过野旅游变旅居冶全面提升各老区县
旅游的含金量遥

本报讯 渊钟萍记者钟先海冤去年以
来袁我市立足干部队伍实际袁给新任乡
镇领导班子上好野三堂课冶袁着力打造一
支信念坚定尧能力适应尧廉洁守纪的乡
镇领导干部队伍遥

传承红色基因袁 上好理想信念课遥
举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班袁轮训
所有乡镇新任领导班子成员袁帮助他们
掌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精神遥结
合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认真抓好专题
学习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袁组建督导组袁对所有新任乡镇领导
班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进行监
督袁确保见人见事见思想遥 依托本土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袁分批次组织新任乡
镇领导班子成员到革命旧址参观学习袁

聆听野永远的信念冶野八子参军冶等现场
教学课程遥

因材施教袁上好履职能力课遥 开展
岗前业务能力培训袁帮助新任乡镇领导
班子成员尽快熟悉农村工作业务流程遥
邀请各乡镇留任的班子成员和经验丰
富的野老乡镇冶袁与新任班子成员结对袁
进行针对性培训遥 组织部门联合纪检尧
政法综治尧民政尧扶贫等市直单位袁从市
级层面制定各项工作移交清单袁更全面
直观地帮助新任班子成员了解岗位职
责尧掌握工作进度遥 要求老一届班子梳
理近 5年工作台账汇编袁包括各项工作
的思路做法尧开展进度尧成效经验尧难点
问题等袁尤其是重点工程项目多尧扶贫
攻坚任务重的乡镇袁必须交野全账冶尧交

野明账冶尧交野细账冶袁确保新班子清楚明
白地接好棒遥

上好廉政警示课袁让新任乡镇领导
班子成员绷紧纪律神经遥 市委组织部
和纪检部门牵头开展岗前廉政培训袁
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袁开设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等课
程袁 邀请市委党校法学专家授课袁重
点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
制度汇编袁提高新任乡镇班子成员法
治素养遥 开展任前集体谈话和廉政谈
话尧 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现场教学尧市
领导上专题党课的同时袁举办新任乡
镇班子成员配偶助廉培训班袁开展家
庭助廉教育遥

纪念建军 90 周年暨红
26军成立 85周年

“照金精神”巡展
在我市举办

本报讯 渊刘洪 记者郑薇冤9月 6
日上午袁 纪念建军 90周年暨红 26军
成立 85周年野照金精神冶巡展瑞金开
展仪式在我市博物馆广场隆重举行遥
陕西省铜川市市委常委尧 市纪委书记
王瑞峰袁我市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陈
晓斌出席相关活动遥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第 26军成立
85周年之际袁野照金精神冶来到瑞金巡
展意义非凡遥据了解袁野照金精神冶是以
刘志丹尧谢子长尧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时袁逐渐形成的以野不怕牺
牲尧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袁独立自主尧
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袁从实际出发尧密
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冶 为主要内容
的革命精神遥 野照金精神冶与苏区精神
一脉相承袁 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伟大
而宝贵的精神财富袁 是中国革命精神
链中的重要一环遥今天袁野照金精神冶来
到长征出发地瑞金袁这既是照金尧瑞金
两个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交流和学
习袁又是对红色基因的宣传与传承遥

据悉袁 此次巡展将在我市持续开
展一周时间遥

创城永远在路上
阴钟先海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个含金量很高
的城市品牌袁 是关乎城市发展十分重
要的无形资产和战略资源袁 它代表着
一座城市的最高荣誉遥 但获得奖牌并
不是创城的最终目的和根本追求遥

从本质上讲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提高整个城市的
文明素养袁在更高层次尧更高水平上推
动城市发展袁 是要让一座城市的全体
市民享受城市科学发展带给自己的幸
福感尧满足感遥实践证明袁在文明城市创
建过程中袁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发生
了许多看得见的变化:路更宽了袁灯更
明了袁天更蓝了袁城市更美更洁净了曰乱
穿马路的少了袁随地吐痰尧乱扔烟头的
少了袁市民的文明意识得到了增强曰野马
路市场冶拆除了袁流动摊档消失了袁城市
正朝着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噎噎

同时袁我们也能切身体会到袁这个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尧波澜不惊袁这里有
新秩序与旧模式的冲突袁 有沉淀多年
的老观念与习惯突遭改变的阵痛遥 在
这个过程中袁有人付出了很多袁也有人
失去了一些东西袁但最可贵的是袁在这
个过程中袁我们勇敢决然尧坚定地迈出
了第一步袁 并从艰辛跋涉的路途中收
获了对文明城市的进一步认知和理
解袁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认同和支持遥

野创城冶最终无非有成功与不成功
两种结果遥无论成功与否袁都不能代表
我们走到了终点遥这次创上了袁不必志
得意满尧高枕无忧袁不能想着可以喘口
气尧歇歇脚袁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努力取
得了暂时的效果和成绩袁 后面还有更
远尧更长的路要走曰创不上袁也不必灰
心丧气尧就此止步袁更不可自暴自弃尧
妄自菲薄袁 这说明我们离文明城市的
标准还有差距袁 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
短板袁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遥
不折不挠的进取心袁也应是一座有

梦想尧有追求的城市的特质遥 创城袁我
们永远在路上浴

塘背村初秋的田野里一片金黄袁一
阵风过袁稻浪翻滚袁收获的季节到了遥

塘背村是谢坊镇一个相对封闭的
小山村袁这里山环水绕袁土地肥沃袁在这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孕育出的一大
片无公害有机水稻长势喜人袁为塘背村
村民带来了脱贫致富的新希望遥

2015年袁塘背村村主任刘仁清成为
吃螃蟹的第一人遥他尝试着在自家田里
种了几亩无公害水稻袁从播种到施肥再
到收获袁 他尽心尽力打理着这几亩水
稻遥 刘仁清说院野从种下到收获袁我都坚
持用有机肥袁坚持不打农药袁我的稻子
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袁 真的做到了有机袁
无公害遥 冶有机水稻一出袁线下和线上都
受到买家欢迎袁这一年刘仁清有机水稻

的收益比往年一般水稻高出许多遥
初尝甜头的刘仁清立马意识到这

是一条适合塘背村村民脱贫的好路子遥
2016年袁刘仁清带领村里有水稻种植经
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劳动力或土地
入股等形式袁 组建了无公害水稻合作
社遥

到现在袁塘背村有机无公害水稻已
经发展到 30 多亩遥 刘仁清告诉记者院
野刚开始也只是试试袁没想到这么好卖遥
现在我的合作社雇了村里的贫困劳动
力共同参与进来袁给他们也带来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遥 冶李招发是塘背村贫困户袁
他从 2016年合作社建立起后就一直在
合作社工作遥 野刘仁清租了我家里的田袁
我就跟着一起种植这个有机水稻袁我还

会在田里做小工袁 一天会付给我 80块
钱遥 一年下来工资加上田地租金袁再加
上年底分红袁 应该有万把块的收入袁我
对今年脱贫是很有信心的遥 冶李招发说遥

如今袁塘背村已经建成了优质无公
害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袁 并以点带面袁有
序引导群众规模发展袁 形成了特色产
业遥

刘仁清打算下一步增加无公害水
稻的种植面积袁 让更多贫困户能参与
进来袁 从中受益遥 刘仁清说院野我们还
打算把无公害大米通过农村 e 邮电商
推销出去袁让更多产品销售的更好袁让
无公害水稻成为我们塘背村的特色产
业袁 成为我们塘背农户发家致富的新
路子遥 冶

“三堂课”淬炼乡镇领导班子

阵风吹过稻花香
阴本报记者郑薇

9 月 6 日上
午袁 金都小学举
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一年级新生
野开笔破蒙 冶活
动袁500多名一年
级新生身着汉
服袁 在主持人的
引领下袁通过野正
衣冠 冶 野祭拜孔
子冶野朱砂启智冶
野诵读经典冶等仪
式野开笔破蒙冶遥

杨粒 吴艳平 钟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