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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要进一
步形成全面从严治党
的强大合力袁 建立健
全监督体系曰加强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建
设遥 要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袁 严谨务实尧
奋发向上袁不断开创
我市从严治党新局
面袁为奋力打造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红色样板作出新
的贡献遥

视频会议还就春
节期间相关工作进行
强调和部署遥

视频会议结束后
许锐对我市春节期间
重要工作进行了部
署袁并提出具体要求遥

要要要切实关心群
众生活遥 对贫困户的
走访慰问要全覆盖袁
除贫困户以外的边缘
户尧低保户也要兼顾走访遥 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袁相
关工程项目资金拨付要全面到位遥

要要要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
定遥 要把相关会议精神落实到位袁
尤其是节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
问题袁消防尧森林防火工作要引起
重视并抓紧部署曰旅发委尧纪念馆
等相关单位要做好预案袁加强春节
长假期间的景区管理遥

要要要丰富物质文化生活遥持续
开展乡风文明行动袁特别是春节期
间要严厉查处赌博行为袁坚决遏制
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不良风气遥

要要要杜绝节日腐败遥各级领导
干部要做表率袁纪检监察部门要加
强巡查袁要严守防线袁严格遵守八
项规定的要求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
的各项规定袁坚决杜绝节日腐败的
发生遥

要要要春节不忘招商引资遥 我
市将于 10 日下午召开相关座谈
会袁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袁通过与
返乡的赣商尧瑞商沟通袁了解掌握
信息袁 为今年的招商引资工作做
好准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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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尧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尧 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
西的必然要求袁 我们要充分认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袁 准确把握 野三
农冶工作新的历史方位袁协调推进农村物
质文明尧精神文明尧生态文明建设袁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袁 为全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袁 奋力谱写建设富裕
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野三农冶篇章遥

会议要求袁 一要坚持以产业兴旺为
重点袁着力建设现代农业强省遥坚持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袁 把增
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袁
持续优化农业结构袁 深入实施质量兴农
战略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袁发
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袁 不断巩固粮
食主产区地位袁 大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绿
色农产品生产区和绿色农业示范区袁提
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精细化程度袁 加快建
设现代农业强省遥 二要坚持以生态宜居
为关键袁着力打造美丽乡村遥以绿色发展
引领乡村振兴袁深入推进野整洁美丽尧和
谐宜居冶新农村建设行动袁扎实推进新农
村建设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推

行绿色生产方式袁 加强农村生态保护和
建设袁确保 2020年完成全省村庄整治建
设全覆盖袁建立健全新村管护长效机制袁
着力打造山清水秀尧天蓝地绿尧村美人和
的田园风光遥 三要坚持以乡风文明为保
障袁着力提升农村精神文明水平遥深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袁大
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袁 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
习惯遥 加快构建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袁推进文化下乡工程袁传承发展提
升农耕文明袁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遥加强教
育引导袁大力弘扬农村优良传统礼俗袁持
续推动移风易俗袁 树立积极向上的文明
乡风遥 四要坚持以治理有效为基础袁着力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遥选优配强农村野两委冶
班子袁强化农村党员队伍管理袁提升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遥加强群众性自治组
织建设袁培育新乡贤文化袁引导干部群众
尊法学法用法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遥深化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袁 加快建立农村矛盾多元化解体系袁
切实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努力建设平
安乡村遥 五要坚持以生活富裕为根本袁着
力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遥聚焦深度

贫困村和特殊贫困群众袁 注重激发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袁 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遥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袁鼓励引导农民盘
活资产资源袁 实施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
划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遥 抓好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
置力度袁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袁提高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遥

会议强调袁 要加强和改善党对 野三
农冶工作的领导袁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尧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袁 建立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袁层层压实责任袁加
强督查考核袁 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
共抓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遥 要加大改革
力度袁推广改革试点袁提高改革成效袁不
断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袁 激活农村资源
要素袁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遥 要把乡
村人才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袁 搭建
发展平台袁营造良好环境袁加大招才引
智力度袁积极培育新型农民袁大力推进
回乡创业袁 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支
撑遥 要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袁加大财
政投入袁 用好土地政策袁 提升金融支
持袁发挥社会资本作用袁加快形成多元
投入格局遥

一座城市袁该拥有怎样的底色袁才能
绘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图景钥答案是文明遥

近年来袁 我市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和推进乡风文明为抓手袁 大力培育红色
文化尧关爱文化尧感恩文化和客家文化袁
奋力打造文化之都尧信仰之都袁为把瑞金
加快建成富有活力实力魅力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袁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道德滋养和
精神动力袁 精神文明之花在红土地上灿
烂绽放遥

民心工程百姓享成果
临近春节袁温暖如春遥 休闲的老者袁

骑行的少年袁嬉戏的孩童袁洁净的街头巷
尾洋溢着喜庆袁 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噎噎
这一道靓丽的文明风景线袁 是全市上下
凝心聚力共创共建取得的成绩遥

我市深入开展野城乡环境整治年冶活
动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尧最直接尧
最现实的城乡环境存在的野脏尧乱尧堵冶等
突出问题袁投入约 5500万元袁对金都大
道尧红都大道尧长征大道尧龙珠路等道路
人行道进行改造袁实施绵水路尧八一路尧
红都大道等处交通安全隔离设施建设袁
对小街巷进行改造袁建设便民服务设施袁
完善道路无障碍设施曰聚焦城市顽疾袁持
续开展野啄木鸟行动冶曝光行动袁共发布

60期袁 全媒体发布典型问题 320余项袁
全部问题得到满意解决或答复遥 活动开
展以来袁我市城乡面貌明显改观袁城乡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遥 市交管大队入选全国
第五届文明单位袁 沙洲坝镇洁源村入选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遥

乡风文明齐心奔小康
239个村居组建红白理事会袁17个

乡镇制定婚丧嫁娶办事流程尧 标准和奖
励办法袁野敬老孝老冶宴热闹开办袁婚事新
办众人点赞噎噎文明新事宛如一缕缕
春风袁拂遍我市各村镇袁让广袤乡野充溢
着无限生机遥

推动移风易俗尧树立文明乡风袁是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主题遥 我市
高位推进乡风文明行动袁高规格成立野弘
扬苏区精神袁推进乡风文明冶行动领导小
组袁出台 1+3工作方案和叶关于进一步
推进乡风文明行动工作的通知曳袁进行全
面部署遥把大力弘扬苏区精神袁传承苏区
干部好作风融入到乡风文明行动工作
中袁 成立农村红白理事会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袁抓好红白理事会建设袁推动群众自
我管理遥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袁组织开展
野移风易俗冶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袁大力
倡导孝敬之风尧节俭之风尧自立之风遥 开

展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袁发布叶关
于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曳袁
狠刹赌博歪风尧净化社会风气遥

典型引路树精神坐标
追求文明的城市袁 必定有精神力量

的支撑遥 我市大力推进尧 持续深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袁把它渗透
到文明城市创建各个环节袁浸润于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遥 2017年袁我
市开展第三届模范工程表彰活动袁评
选出第七届道德模范袁 继续推进身边
好人榜发布袁 发布身边好人数量位居
赣州市第一名袁6人评为赣州好人袁3人
评为江西好人袁1 人评为中国好人袁让
身边普通人焕发光芒遥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袁组织开展野国
际红色马拉松冶尧野我们的节日窑春节冶尧
野争创文明城市窑共建美丽家园冶尧野同
心+冶尧野弘扬志愿精神窑共创文明城市冶等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遥 红色小导游志愿服
务项目入选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袁野四上
门冶扶贫志愿服务项目列入省野示范性重
点志愿服务项目冶袁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获
第三批赣州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袁 市瑞
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司机朱六生

获第三批赣州市岗位学雷锋标兵袁野四上
门冶 扶贫志愿服务项目获得赣州市十佳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袁 壬田镇中潭村社区
获得赣州市十佳优秀志愿服务社区遥

文明新风润物细无声
启智育人袁立德修身遥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建设袁着力培育时代新人袁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中之重遥

精心打造红色小导游品牌袁叶坪尧红
井尧二苏大尧纪念园景区获评第四届中华
小导游线路展示线路袁我市 4名野红色小
导游冶获得野优秀中华小导游冶荣誉称号遥
红色文化启蒙教育动画片叶红游记曳被评
为 2017年第二季度推荐播出优秀片目
和被推荐为 野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工
程冶评选项目遥

开展 2016年度美德少年评选活动袁
瑞金四中学生兰嘉欣尧 瑞金二中学生钟
声悦尧 瑞林镇苏地小学学生陈惠惠等被
评为赣州市美德少年袁 下坝初中学生陈
璇被评为 2017年野江西美德少年冶遥深化
文明校园创建袁 解放小学和金穗学校获
得江西省第一届文明校园荣誉称号袁瑞
金二中尧瑞金三中尧八一小学尧金穗学校尧
金都小学尧 怡安希望小学等六所学校获
评赣州市第二届文明校园遥

携手共建 文明花开
要要要我市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纪实 阴刘林 本报记者邹婷

2 月 8 日 袁在
冬季乡村文化旅游
节上袁 红都版画作
品展吸引了不少游
客驻足观赏遥 据了
解展览画作由 野红
都版画学会冶 会员
提供袁 作品展现了
瑞金风土人情袁宣
传了红色文化遥

本报记者郑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