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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袁 国防和军队建设
也进入了新时代遥 一支走过
90年光辉历程的胜利之师袁
在新的历史起点整装再发遥

野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袁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遥 冶党的十九大着眼于
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袁
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
野三步走冶的战略安排袁强调
要确保到 2020 年基本实现
机械化袁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袁 战略能力有大的提
升袁力争到 2035年基本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袁 到本世
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遥 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袁 就要全面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袁 贯彻新
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袁 建设
一支听党指挥尧能打胜仗尧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袁 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遥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袁 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袁 这是人民军队的建

军之本尧强军之魂遥 野金星闪耀在军旗上袁我们的原
则是党指挥枪冶袁十九大报告把野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的绝对领导冶袁 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遥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
化袁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袁最重要的就是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
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袁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袁不断强化野四个
意识冶尧增强野四个自信冶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
党的旗帜为旗帜尧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尧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袁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根本保证遥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袁必须按照强军方略
要求袁坚持政治建军尧改革强军尧科技兴军尧依法治
军遥 加强军队党的建设袁开展野传承红色基因尧担当
强军重任冶主题教育袁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袁才能
培养出有灵魂尧有本事尧有血性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袁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尧宗旨尧本色遥 按照党的
十九大部署袁 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曰树立科技
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袁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曰全面
从严治军袁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袁提高国防和
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袁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不竭动
力遥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袁必须以新理念为指
引袁牢牢把握野五个更加注重冶院更加注重聚焦实战袁
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袁更加注重体系建设袁更加注重
集约高效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遥 一切工作都必须坚
持战斗力标准袁 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袁构
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袁完善国防动员体
系噎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这些新要求袁体现了
新发展理念袁明确了强军兴军思路袁把这些战略部
署转化为工作思路尧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袁就能有
效塑造态势尧管控危机尧遏制战争尧打赢战争袁实现
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袁凝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强大
力量遥

从站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袁回首百年中国的
沧桑巨变袁展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袁一个结论分
外鲜明院野把军队搞得更强大袁这样底气才足尧腰杆
才硬遥 冶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行动指南袁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尧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
斗袁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袁担当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的使命袁不断书写强国强军的辉
煌篇章遥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 刘芬 邹
婷 郑薇冤11月 27日至 28日袁我市
举行全市人大代表尧政协委员野看
扶贫尧议扶贫冶活动袁人大代表尧政
协委员共 370余人分组前往 17个
乡镇 28个村组就脱贫攻坚内业资
料尧扶贫项目尧基础设施建设尧野四
有一满意冶野四改一整治冶等方面进
行考察调研遥 市委副书记曾平出席
第一组座谈会并讲话袁 市领导朱
敏尧李光尧赖林尧刘剑平尧钟天雨尧温
家振尧陈殷鸿尧刘瑞林等分别参加
活动或出席分组座谈会遥

会上袁在听取了第一组相关乡
镇关于脱贫攻坚情况汇报后袁 曾平

对我市前一阶段各级各部门精准扶
贫工作给予肯定遥他指出袁脱贫攻坚
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袁 是七十万红
都人民的政策红利袁 目前工作已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袁大家要高度重视尧
充满信心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袁 扎扎实实把相关工作
做好袁早日让贫困群众脱贫摘帽遥

曾平要求袁人大代表尧政协委
员们要持续关注尧关心脱贫攻坚这
项头号民生工程袁多关注贫困群众
的生产生活等情况袁让他们与全市
人民共同发展尧致富奔小康曰要持
续介入脱贫攻坚相关工作袁让更多
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曰

要持续加大脱贫攻坚工作宣传力
度袁对惠及群众尧利于群众的相关
政策尧文件尧方案及措施等要多宣
传尧 多讲解袁 让贫困户应知尽知袁
真正知晓曰要持续对脱贫攻坚工作
进行监督袁人大代表尧政协委员不
仅要集中监督尧更要有日常性的监
督袁 帮助市委尧 市政府发现问题尧
整改问题尧解决问题袁进而更好地
推进全市脱贫攻坚工作遥

会上袁代表尧委员们还就内业资
料建设尧乡村卫生环境整治尧优秀走访
记录收入档案馆尧脱贫典型树立尧医疗
四道保障线监管尧扶贫人员配备尧保障
房建设等问题袁进行了热烈讨论遥

本报讯 渊杨丽 记者温云高冤
力帆光彩学校校外操场征地紧锣
密鼓进行袁壬田中学外操场前期工
作展开袁青龙小学文化长廊交付使
用袁高轩小学社会捐资助学蔚成风
气噎噎眼下袁虽为寒冬时节袁但壬
田镇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发
展教育事业的行动热度不减袁该镇
教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
势遥

2016年夏秋之交袁 新一届壬
田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秉承教育
优先发展理念袁在全镇兴起了调研
教育的良好风气袁摸清镇里的教育
发展现状遥该镇党委书记刘志斌率
先垂范袁经常到各校走访袁与校长
老师交谈袁 共商教育发展良策曰各

领导班子成员也主动到各个乡村
学校了解校情村情袁并勠力同心解
决学校困难袁尽力完善学校基础设
施袁全镇上下形成了尊师重教良好
氛围遥

积极倡导社会各界支持教育遥
今年 6月份袁镇领导了解到中心小
学基础设施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袁
便主动联系中国银行瑞金支行袁与
之签订了发展教育战略合作协议遥
今年 10月下旬袁 中国银行瑞金支
行牵线搭桥赣州市大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袁向壬田力帆光彩学校
捐赠 16万元袁 掀起了社会力量扶
持教育的高潮遥该镇高轩村创业成
功人士许瑞龙袁先后向高轩小学捐
资十几万元袁用于改善母校的办学

条件袁并设立奖教奖学基金袁受到
了群众和老师的赞誉遥

合理利用财政资金帮扶支持
教育遥 今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上袁镇
党委政府斥资 2.59万元袁 重奖各
初中尧小学的优秀教育工作者遥 此
举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遥 此外袁
镇机关干部了解到该镇青龙小学
的校舍装修和基础设施建设缺乏
资金袁 镇里从有限的财政中拨付
10余万元给予支持袁 让该校教师
住上了宽敞整洁的宿舍袁并完善了
学校的操场和文化长廊等基础设
施遥该镇党委政府持续发力教育事
业袁取得显著成效袁为该镇教育扶
贫和教育均衡发展迎国检打下坚
实的基础遥

11月 28日袁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投资
武夷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仪式举行遥 绿湖园艺公
司董事长刘洪湾尧总经理黄传兵袁市委书记尧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许锐袁市领导伍春华等出席遥图为签约仪式现场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坚
持
走
中
国
特
色
强
军
之
路

昨
昨昨
七
论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阴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我市举行人大代表尧政协委员野看扶贫尧议扶贫冶活动

找症结 开处方
曾平讲话

壬田持续发力推动教育发展

叶坪乡合龙
村合龙脐橙合作
社有社员 100 多
名袁 脐橙种植面
积达 1 万余亩袁
带动周边 400 多
户果农种植脐
橙袁 让他们增收
致富遥 图为工人
师傅正在脐橙分
检车间忙碌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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