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长假期
间袁 我市旅游接
待人次 63.7 万袁
同 比 增 长
32.7%袁旅游收入
达 29493 万元袁
同 比 增 长
47.6%遥图为红井
景区游客络绎不
绝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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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近几年来袁 江西瑞金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致力科

技研发袁先后成功研制耐高温航空导线尧航空用封严绳等
18个系列的 400余种规格的军工产品袁共获得 17项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袁 其中填补国内空白 16项袁 替代进口 18
项遥 图为近日公司车间生产场景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长征二号 F模型揭幕
本报讯 渊记者郑薇冤10 月 10 日袁长征

二号 F运载火箭模型揭幕仪式在中央军委
旧址广场举办遥全国政协委员尧原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尧 中国高科技产
业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兼党委书记梁小
虹袁我市领导伍春华尧李光等出席仪式遥

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是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 14年前研制并生产的袁 它圆满
完成了我国多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袁标志着
中国已完成世界上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
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遥当
初火箭命名为野长征冶袁寓意着我国火箭事业
会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艰难险阻袁到达胜利
彼岸遥 在中央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 83周年
之际举行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模型揭幕仪
式袁对于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袁弘扬伟
大的长征精神和航天精神袁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遥

据了解袁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模型高达
12米袁是按照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 1颐5 的比
例所造遥

瑞金国际红色半程马拉松招
商推介会举行

借力体育平台
提升品牌形象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10 月 10 日袁我市
举行 2017 瑞金国际红色半程马拉松招商
推介会遥 市委常委尧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尧
管委会副主任杨北林出席并致辞袁中国田
径协会马拉松办公室原主任张永良介绍
了马拉松内涵和意义袁市委常委尧副市长
罗猛主持袁江西博维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赛事总监张耀伟介绍了本次赛事筹备
情况遥

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尧 优秀企业家袁客
家新闻网尧赣州市广播电视台尧凤凰新闻尧赣
州房地产杂志社等多家媒体记者参加活动遥
与会人员观看了瑞金市城市宣传片和 2017
瑞金国际红色半程马拉松宣传片袁企业代表
进行了发言袁凤凰网尧赣州市广播电视台等
媒体记者进行了现场提问遥

2017 瑞金国际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
11 月 19 日在我市举行袁 此项赛事是经亚
田联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袁由中国田径协
会和中共瑞金市委尧瑞金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国际性大型赛事遥 本次马拉松赛参
赛选手达到一万人袁赛事期间合作媒体达
60余家袁观众数以万计袁具有参与者众多尧
媒体关注度高等特点袁参与者既有瑞金体
育爱好者袁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以及
来自国外的参赛选手遥 此次赛事将成为展
示瑞金自身形象尧提升城市品味尧彰显城
市文化的一次盛会袁也是各商家宣传产品
优势尧扩大品牌影响尧提升品牌形象的巨
大平台遥

杨北林在致辞中说袁 希望企业积极参
与袁 通过与 2017瑞金国际红色半程马拉松
赛的合作袁利用马拉松赛的广泛影响力来提
升企业品牌形象遥

本报讯 渊 刘林 记者刘芬冤日前袁
中央文明办发布关于第五届全国文
明单位候选单位的公示通知袁 经过严
格审核尧从严把关袁确定 2319个单位
作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候选单位并
予以公示袁 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是本次我市唯一入围单位袁 是继瑞金
公安消防大队尧 瑞金市国家税务局成
为全国文明单位后第三个入选单位遥

近年来袁 在上级文明委的指导
下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真贯彻
落实精神文明创建有关文件精神袁紧
密结合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实际袁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民警提出的野对
党忠诚尧服务人民尧执法公正尧纪律严
明冶要求袁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袁倡
导文明新风袁文明建设取得了全面发
展袁 交通管理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袁

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遥 在主要业务指标方面袁
该大队管理全市 16.3 万余辆机动
车尧16.5万余名驾驶人袁 纠处交通违
法行为 72576起袁化解交通事故矛盾
纠纷 6010起袁 有力的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遥 2016年袁大队荣获野江西省
第十四届文明单位冶称号袁大队车管
所连续五年被公安部评定为全国县
级一等车管所袁民警钟亚江同志获评
江西省委野优秀共产党员冶袁2017年袁
钟亚江同志获评江西省人民政府野依
法行政先进个人冶遥

传承雷锋精神袁 热情服务社会遥
大队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以 野热心奉
献袁弘扬正气冶为宗旨袁以传承和弘扬
雷锋精神为主题袁以群众性道德实践
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为载体袁广泛进

行雷锋事迹尧雷锋精神和雷锋式模范
人物的宣传教育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的学雷锋实践活动遥 今年以来袁组织
开展交管业务志愿服务 4次尧文明交
通引导 6次尧文明礼仪等宣传活动 3
次尧扶老助残等志愿服务 6次袁每月
运用博客尧微博尧微信尧QQ等媒体传
播正能量尧组织无偿献血 4次遥

为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文明意
识袁共创全国文明城市袁大队认真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野五进冶活动袁组织民
警志愿者深入到企业尧学校尧农村尧圩
镇等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袁同时利用多
种形式对交通参与者进行交通安全
提醒遥 组织各种交通安全宣传 10余
场次袁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横幅 12条袁
制作展板 12块袁 印发送交通安全宣
传资料 5000余份遥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冤10 月 9
日晚袁我市召开脱贫攻坚野百日行动冶
工作布置会遥市委书记许锐主持并作
重要讲话曰赖联春尧李学通尧彭强等在
家的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曰市领导
曾平通报各项任务完成进展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遥

会上袁许锐指出袁国庆中秋期间袁
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坚守脱贫攻坚一线袁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野百日行动冶袁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袁 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
题袁表现为项目建设滞后尧施工进度与
资金拨付较慢曰预评估与问题整改工作
结合不够紧密袁存在两张皮现象曰整村
推进还有盲点曰野两不愁三保障冶工作质
量不高袁追求一般化袁以及工作一边倒

要求与干部作风不适应等等遥
针对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袁许锐

提出九点要求袁一是预评估工作一定
要做扎实袁深刻理解预评估工作的目
的尧意义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袁真正把
问题找准曰二是项目建设一定不能放
松袁要保证好人员力量的配备袁倒排
工期尧科学安排尧合理施工曰三是政策
落实和帮扶尧 宣传工作一定要到位袁
发动群众参与其中袁 提升群众知晓
度曰 四是边远山区一定不能遗忘袁各
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帮扶边远乡镇
项目建设等工作袁 做到一个不能少袁
一个都不能野掉队冶曰五是基层干部一
定要加强培训袁对支部书记尧第一书
记尧工作队长乃至所有基层干部都要

进行脱贫攻坚政策业务培训袁做到烂
熟于心曰六是野三集中一边倒冶的要求
一定要落实袁落实好野6+1冶工作机
制袁 把全部时间精力向脱贫攻坚倾
斜曰 七是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协作袁合
力攻坚袁不仅要落实本单位的帮扶责
任袁 还要承担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曰
八是要加强统筹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袁 统筹做好信访维稳尧招
商引资等工作袁 尤其是对瑞金机场尧
铜锣湾等一些重点项目要加强跟踪尧
协调袁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曰九是
要加强脱贫攻坚的宣传和督查调度袁
进一步营造浓厚的脱贫攻坚氛围袁凝
聚全市脱贫攻坚合力袁确保脱贫攻坚
工作高效有序开展遥

我市召开脱贫攻坚“百日行动”工作布置会
许锐主持并讲话 赖联春李学通彭强等出席 曾平通报相关情况

交管大队候选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

http://www.chinarj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