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 1版冤瑞金机场尧瑞兴于
快速交通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开工建设袁城乡垃圾处理尧污水
处理和安全供水等三个一体化全
面实现袁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
开展袁 违法违章建筑势头得到有
效遏制袁城乡面貌得到全面提升遥

一年来袁我们坚持不懈改善
和保障民生袁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遥 112项民生实事
全面落实袁 快速推进了体育中
心尧 人民医院与妇保院迁建尧棚
户区改造等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袁
顺利通过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国家督导评估认定袁城乡低保标
准进一步提高袁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尧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实现全
覆盖袁连续 9 年被评为赣州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先进
县渊市冤遥

一年来袁 我们不断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袁扎实开展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袁 加强意
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袁 被列入
全省 野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十大典
型县市冶遥 牢固树立 野党建+冶理
念袁 推动党建工作与脱贫攻坚等
中心工作有机融合袁 村集体经济
野空壳村冶全面消除袁城市社区无
活动场所等野老大难冶问题全面解
决遥深入开展为官不为专项整治袁
建立完善约谈常态化制度袁 持之
以恒整治野四风冶袁大力惩治群众
身边的野微腐败冶袁强化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袁 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成果进一步巩固袁全
市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尧战斗力尧
创造力进一步增强遥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袁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袁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实施野十三五冶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遥激情与汗水成就了过去袁
智慧与坚韧铸就着未来遥 身处生
机勃发尧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袁我
们要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袁 坚定不移打
好六大攻坚战袁 以提高质量效益
为中心袁积极构建现代经济体系袁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袁 推动经济
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遥 我们要咬
定脱贫摘帽目标不放松袁 进一步
聚焦脱贫标准尧聚焦重点区域尧聚
焦重点人群尧聚焦脱贫实效袁层层
压实责任袁加大帮扶力度袁增强内
生动力袁在赣州率先实现高质量尧
高水平脱贫袁打造全省尧全国革命
老区脱贫攻坚的瑞金样板遥 我们
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袁 重点推进
行政审批野放管服冶尧医药卫生尧城
市综合执法等重点领域改革袁加
快瑞兴于经济振兴试验区和口岸
作业区建设袁 不断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遥
我们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尧 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袁 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
平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袁巩固提升
新农村建设成果袁 常态化开展村

庄环境整治袁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袁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
体化遥 我们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袁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和治理袁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袁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袁推进森林城市
创建袁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遥 我们要更加关注尧保障和改
善民生袁围绕群众就业尧教育尧医
疗尧养老尧住房尧出行等民生关
切袁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袁
加快重点民生项目实施袁让群众
有更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我
们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袁
深入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袁认真做好村野两委冶换
届选举袁 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曰加
大干部教育培训和人才引进培
养袁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袁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遥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袁 新时代
呼唤新作为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袁在省委省政府尧赣州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 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袁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袁
奋力迈出野打好攻坚战尧同步奔小
康冶的更大步伐袁为把瑞金打造成
为新时代革命老区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模范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浴

渊上接第一版冤许锐强调袁野讲奉献尧有作为要要要做
发挥作用合格的共产党员冶袁 一是要强化责任担当意
识袁各级领导干部袁无论在什么时候袁无论负责什么工
作袁都要多讲担当袁少讲抱怨曰多讲奉献袁少讲索取袁敢
于负责任袁勇于挑担子袁用实际行动树立起新时期共产
党员野平常时刻看得出来尧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尧危急关
头豁得出来冶的良好形象遥 二要激发干事创业激情袁大
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倡导的野滴水穿石冶
精神和野四下基层冶野马上就办冶等优良作风袁切实把全
部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野打好攻坚战尧同步奔小康冶的目
标上来袁齐心协力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实现新突破尧迈上
新台阶遥 三是要不断加强作风建设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
身作则尧以上率下袁带头改进工作作风袁带头深入基层
调研袁带头密切联系群众袁带头解决实际问题袁以永远
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遥

会上袁市领导伍春华尧杨北林尧赖林尧刘剑平尧罗俊
腾尧许晓龙等分别作了中心发言曰市领导温家振围绕会
议主题袁 讲述了一个红色故事曰 与会人员集中诵读了
叶党章曳总纲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和十九大报告
第四部分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冶曰书面学习了李克强总理在推
动中国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座谈
会上的讲话袁鹿心社同志尧刘奇同志在全省市厅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
话袁鹿心社同志在省委农工部呈报的叶赴德国尧波兰尧匈
牙利学习考察城镇村包容性发展情况的报告曳 上作出
重要批示以及李炳军同志在全市创先争优工作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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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陈盛昌

本报讯 渊杨洁 记者温云高冤扶危济困尧乐善好施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遥 寒风凛冽的冬日袁梅岗初中的师
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美德要要要他们为该校九年级
一班学生洪俊开展了爱心捐款活动遥

此前袁洪俊同学被确诊肺癌晚期袁家人带着他北上
南下求医问药袁每天高达近万元的治疗费用以及各种巨
额支出袁给洪俊的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遥

洪俊罹患癌症的消息传回学校后袁学校全体师生积
极发动捐款活动袁 几天之内就为洪俊捐集爱心善款
7105.7元袁给洪俊家人带来帮助袁也给洪俊增加了战胜
病魔的勇气和力量遥

野聚沙成塔袁聚水成涓遥 扶危济困尧乐善好施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遥 冶梅岗初中校长对记者说遥 他告诉记
者袁学校将继续关注和帮助洪俊一家袁希望有更多的社
会爱心人士加入到帮助洪俊的行列袁以我们的实际行动
挽救这位花季少年的生命遥

本报讯 渊刘瑞康 记者袁南
军冤12月 29日袁涉嫌非法采伐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嫌疑人
钟某辉被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取
保候审遥

11 月 27 日袁瑞金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转来群众报案 院

有人在沙洲坝镇清水村岭子下
小组的何屋排荒地上用挖机开
挖条带种果袁 在施工时将多棵
樟树挖毁袁 要求森林公安派人
查处遥

经查袁 开挖条带种果的是该
村村民钟某辉遥 11月 27日袁他雇

请挖机做条带袁 同时将荒田边上
樟树用挖机采伐遥经鉴定袁非法采
伐的樟树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袁
共计 5棵袁总立木蓄积 0.933立方
米遥 12月 29日袁森林公安局对犯
罪嫌疑人钟某辉依法传唤袁 并取
保候审遥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袁让全体师生
度过一个健康尧有意义的元旦袁12月
29日袁 金都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野收获快乐窑祝福 2018冶 元旦主题活
动遥 图为活动现场遥

吴艳萍 朱小燕摄

人民医院

举行迎新年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 渊刘晓岚 温俊云 李金冤12月 29日下午袁

瑞金市人民医院在门诊十楼会议室成功举行了野庆耶元
旦爷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共筑健康瑞金梦冶为主题的演
讲比赛遥

据悉袁开展此次演讲比赛袁旨在让全院职工紧紧围
绕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
命袁激励全院职工以病人为中心袁以群众满意为己任袁
爱岗敬业袁以院为荣袁形成全院上下关心医院发展袁共
同构建和谐尧健康的医患环境遥 演讲比赛按演讲内容尧
语言表达尧形象风度和综合印象四个部分综合评分遥 来
自医院医疗尧护理尧医技尧行政等岗位的 27名职工参加
了比赛遥
参赛选手分别围绕部门协作的重要性尧 用平常心面对
患者尧微笑服务等内容展开了精彩的演讲袁现场有的声
情并茂袁激情昂扬曰有的温文尔雅尧仪态大方地尽情抒
发着内心的情感曰有的个人上台袁有的组团合作遥 职工
们把对党尧 对祖国和医院的爱化作充满激情和力量的
话语袁把对医院的责任心袁凝聚成为使医院明天更加和
谐美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奋斗的坚定信念遥 最后医院
手术室的钟程以 95.83的综合得分一举夺魁曰ICU室夏
惠杨尧血透室李姝获二等奖曰外一科朱娜尧内一科江丽尧
内三科钟清获得三等奖遥

梅岗初中师生积极捐集善款

挽救花季少年生命

开荒种果本无错 乱挖滥采被法办

奋力争当新时代革命老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