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朱燕冤2月 8
日晚袁我市召开脱贫攻坚野春
季决战冶行动动员部署会袁贯
彻落实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精神袁 研究部署脱贫攻坚
野春季决战冶工作袁要求全市
上下保持定力袁不松劲尧不懈
怠袁为顺利通过野国考冶尧巩固
提升脱贫成效奠定坚实基
础遥 市委副书记曾平作动员
讲话袁部署相关工作曰副市长
宋平荣主持会议遥

曾平指出袁要认清形势袁
增强抓紧抓实脱贫攻坚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遥 要看到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 杜绝盲

目乐观思想袁杜绝喘口气尧歇
歇脚的念头袁 始终把脱贫攻
坚抓得紧而又紧袁实而又实袁
特别是要在脱贫退出国家第
三方评估前袁 对一些短板问
题采取积极措施袁 切实予以
解决遥

曾平强调袁要明确目标袁
准确把握上级关于脱贫攻坚
的工作要求遥 今年脱贫攻坚
工作目标很明确袁 即顺利通
过国家第三方评估尧 攻克深
度贫困尧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袁
要紧跟上级关于脱贫攻坚工
作的新部署尧新要求袁做到方
向不偏尧精准发力遥

曾平要求袁 要突出重点袁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 野春季决
战冶行动遥 要完善扶贫信息资
料袁 做好春节走访慰问工作袁
持续开展查漏补缺袁全面落实
各项政策袁 深化产业扶贫袁谋
划打造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点袁 抓好社会扶贫网建设袁
着力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遥要强
化保障袁确保脱贫攻坚野春季
决战冶行动取得实效袁为实现
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遥

各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
长袁市委各部门尧市直驻市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
议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2 月 10
日袁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
大会召开袁 市委书记许锐对专项
斗争工作作出批示袁市委常委尧政
法委书记刘晓龙讲话袁副市长尧公
安局局长钟铮主持并传达许锐同
志批示精神遥

许锐在批示中指出袁 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袁 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 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大局, 事关人心向背和长治
久安, 事关基层政权稳定遥 他强
调袁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出
野扫黑除恶冶号召的重大意,自觉
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中央尧省委尧赣州市委的部署
要求, 坚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决心和意志, 以决战决胜的
精神状态和雷霆万钧的实际行
动,为振兴经济尧决胜小康尧打造
龙头, 建成富有活力实力魅力的
区域性中心城市尧 打造新时代革
命老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红色模范提供坚强的稳定

保障遥要聚焦重点任务,重点打击
威胁政治安全尧把持基层政权尧破
坏农村治安秩序尧煽动村民闹事尧
强揽工程尧欺行霸市尧寻衅滋事尧
操纵经营黄赌毒尧非法高利放贷尧
插手民间纠纷以及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等违法犯罪活动, 做到依
法快捕尧快诉尧重判,迅速形成对
黑恶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遥 特
别是要做到野两个一律冶,对涉黑
涉恶犯罪案件, 一律深挖其背后
腐败问题; 对黑恶势力的 野保护
伞冶,无论涉及谁,一律一查到底尧
绝不姑息遥

会议要求袁 扫黑除恶要做到
野三个必须冶院 一是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袁 切实增强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二是
必须坚持依法严惩袁 形成对黑恶
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袁 要精准
摸排尧深挖线索袁要突出重点尧精
准打击袁要善用法治尧依法严惩遥
三是必须全力推进标本兼治袁坚
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遥

会上袁市纪委尧市委组织部分
管领导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了
发言遥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召开

精准打击 除恶务尽
许锐就专项斗争作出批示

脱贫攻坚“春季决战”号角吹响
曾平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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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2 月 10
日袁2018年瑞金市投资客商和瑞商
人才回归迎春茶话会在瑞金宾馆
举行遥 市委书记尧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许锐出席并致辞曰 市委副书记尧
市政府市长尧 经开区党工委副书
记尧管委会主任赖联春通报了 2017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 2018
年工作思路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学通袁市政协主席彭强袁市领导廖
芳珍尧朱建军尧宋平荣尧许晓龙尧陈
殷鸿尧刘瑞林等出席袁市领导杨北
林主持遥

许锐代表瑞金市委尧市政府和

瑞金 70万父老乡亲向大家致以新
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袁 向所有关
心尧支持尧参与瑞金发展的在外乡贤
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许锐
指出袁刚刚过去的 2017年袁是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袁 也是瑞金人
民不忘初心尧砥砺前行袁办成很多大
事尧谋划很多要事尧解决很多难事的
重要一年遥一年来袁我们深入贯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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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袁 坚决
落实中央尧 省尧 赣州市各项决策部
署袁 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袁聚焦野振兴经济尧决胜小

康尧打造龙头冶三大任务袁坚定不移
打好六大攻坚战袁 推动全市经济社
会实现平稳较快发展遥成绩的取得袁
倾注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和
智慧袁 凝聚了各位企业家的贡献和
付出袁 饱含着广大在外乡贤的关心
和支持遥 我们永远铭记在心袁红都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遥

许锐强调袁新的一年里袁希望
大家继续坚定投资瑞金的信心袁坚
持创新驱动尧转型升级袁大力发展
新动能新经济袁 努力在培育新技
术尧新产业尧新品牌上形成新优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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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客商和瑞商人才回归迎春茶话会举行
许锐致辞 赖联春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李学通彭强出席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冤2月 10日袁
中国共产党瑞金市第六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公务大楼
会议中心召开遥 市委书记许锐出席
并作重要讲话曰赖联春尧曾平尧李学
通尧 彭强等在家的四套班子领导出
席曰市委常委尧纪委书记尧监察委员
会主任陈晓斌主持会议并代表市纪
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遥
会议共分三个阶段进行袁 主要

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尧 十九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尧 省纪委十四届三次全会
以及赣州市纪委五届三次全会精
神袁 总结去年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袁研究部署今年工作遥

许锐在讲话中指出袁 党的十九
大袁 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
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战略部
署遥 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袁认真领会党中央关于新时代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袁牢牢把握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方向遥 要提高政治
站位袁 深刻把握中央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部署袁 深刻把握全面从
严治党的历史方位尧 深刻把握全面
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则尧 深刻把握全
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判断和深刻把握
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遥
许锐要求袁要保持战略定力袁正

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袁
持续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袁 更加严明
党的纪律规矩袁 不断巩固作风建设

成果袁保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袁从而顺利推进监察
体制改革曰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袁不断把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袁对党
绝对忠诚尧坚定政治信仰袁严格政治监督袁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曰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袁加强纪律教
育袁用好监督执纪野四种形态冶袁强化日常监督执纪曰
要驰而不息正风肃纪袁发扬钉钉子精神袁聚焦形式
主义尧官僚主义新表现袁持续巩固作风建设成果曰要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袁 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袁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袁深化标本兼治曰要健
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袁 深入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袁深
化巡察监督袁增强监督合力曰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袁抓牢
抓实党委主体责任袁抓严抓紧纪委监督责任遥

许锐最后强调袁 要发挥领导干部的头雁效应袁
带头坚定信仰信念袁带头提高政治素养袁带头增强
工作本领袁带头坚守廉洁底线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
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袁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袁为振兴经济尧决胜小康尧打
造龙头袁 建成富有活力实力魅力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尧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红色模范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遥

会议书面传达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尧省
纪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尧赣州市纪委五届三次全会精
神曰 与会人员还分组学习讨论了许锐同志重要讲
话袁审议了陈晓斌同志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袁并通
过了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曰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
胜利闭幕遥

市大健康饮料有
限公司位于经开区袁
拥有生产厂房 7 栋袁
建筑面积达 13.1 平
方米袁 目前生产车间
的设施设备已基本安
装到位袁 正在进行调
试运行遥 图为生产车
间一隅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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