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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见习岗位名额及专业要求院见习人
员 5 名袁新闻科尧报道组尧文教科尧网信办尧
理论科各 1名遥

二尧招聘对象尧条件院瑞金籍 2017 年
或 2018 年毕业尧 从未享受过政府见习补
贴的离校未就业普通高等学校和技工学
院毕业生袁大专以上学历袁专业不限袁见习

时间一年遥
三尧报名时间尧地点院即日起报名曰报名

地点院 公务大楼 822室 渊联系电话院0797-
2522268冤遥

中共瑞金市委宣传部
2018年 12月 3日

市委宣传部招聘大学毕业生见习人员公告 绎 野瑞金市香山生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冶财务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绎野瑞金市一新广告有限公司冶
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
声明

一尧整治范围院1.宾馆尧餐饮服务业
经营门店曰2.政府机关尧学校尧医院尧厂
企等单位食堂曰3. 夜宵和烧烤经营户曰
4. 产生油烟污染的食品加工企业尧作
坊遥

二尧依法治理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尧
单位食堂的油烟超标排放行为袁 严厉
查处餐饮门店尧 餐饮服务单位等直排
油烟行为,严厉查处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和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造成超
标排放污染的行为遥 监督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的餐饮服务业经营门店尧场
所尧 单位食堂等在 2019年 1月 15日

前前完成油烟净化设施的安装工作袁
并保持正常运行曰 已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不能达标排放的袁2019年 1月 15日
前采取整改措施并保证其正常运行袁
油烟排放应符合 叶餐饮业环境保护技
术规范 (HJ554-2010)尧叶饮食业油烟排
放标准曳 (GB184832001)规定袁配备排
气降噪防噪设施袁 排气烟道不得影响
周围居民生活环境及市容市貌遥 对未
按要求在 2019年 1月 15日前安装或
更换油烟净化设施尧 未配备排气降噪
防噪设施的餐饮服务业袁 将依法子以
停业整顿,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遥

三尧严格落实新建尧改建尧扩建餐
饮项目环保审批工作要求遥所有新建尧
改建尧 扩建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门店
在开工前袁必须先办理环评审批手续袁
经营前必须安装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的油烟净化设施曰对未按叶餐饮服
务许可证验收标准曳 安装通风排烟调
湿设施的袁市场监管部门将责令改正袁
对未安装或安装后达不到油烟排放标
准的袁 城管部门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处
罚遥 在市餐饮服务业范围内积极推广
使用电力尧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袁严禁使
用高污染燃煤袁 依法取缔餐饮服务业

经营者和单位食堂的高污染燃煤炉
灶遥

四尧不按照标准达标排放油烟的袁
限期进行整改袁 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
达标的袁市城管局尧市环保局尧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尧市卫计委尧市公安
局尧市供电公司尧市自来水公司将成立
联合执法组袁依据相关法律尧法规进行
关闭尧取缔遥

瑞金市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 12月 4日

中心城区餐饮业油烟排放整治工作的通知

纪律是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遥
延安时期袁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
熟尧事业的不断发展袁党的纪律建设也
日渐完善袁在明纪律严执纪尧立制度定
规矩尧重垂范抓具体等方面取得巨大成
就遥 这为保证党和人民军队的纯洁巩
固袁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袁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野纪律是铁的袁比孙行者的金箍还
厉害冶

在陕北落脚之后袁中国共产党大量
发展党员袁力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遥 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袁
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渗透进党的组
织里遥 如何处理好党的发展与组织纯洁
性的问题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遥

1938年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袁中
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遥 这次会议制
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袁是一次在全
党野立规矩冶的重要会议遥 会议首次明确
要求袁全体党员要做到野四个服从冶要要要
个人服从组织尧少数服从多数尧下级服
从上级尧全党服从中央遥 毛泽东在这次

会上强调院野没有纪律袁党就无法率领群
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遥 冶

1940年 3月 19日袁 陈云在延安抗
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讲
道院野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袁无产
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遥 冶
此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袁中国共
产党领导八路军尧新四军创建敌后根据
地袁 成为中华民族领导抗战的中流砥
柱遥 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上袁要维护党
的团结统一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袁实现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袁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尤其凸显遥 为此袁陈云指出院野可否不要
纪律呢钥 如果不要也可以袁那就是毛主
席讲的六个字院耶亡党亡国亡头爷袁 就不
可避免遥 如果党是一支战斗的党袁依靠
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纪律遥 冶

没有任何借口尧野迅速确切冶地执行
党的决议袁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
每个成员遵守纪律的要求遥 毛泽东幽默
而又严肃地说院野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
金的袁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
的袁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袁还硬袁这是
上了书的袁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耶左派爷
幼稚病曳上就有遥 我们的耶紧箍咒爷里面
有一句叫做耶写笔记爷袁我们大家就都要

写袁我也要写一点遥 冶陈云总结了破坏纪
律之人的几种借口院一是以上级政治上
正确与否作为守纪律的条件袁二是以对
方能力大小作为守纪律的条件袁三是以
地位高下作为守纪律的条件袁四是混淆
不同的历史条件遥 有了这些借口或所谓
的根据袁党员不守纪律袁党的决议往往成
为一句空话遥

党的纪律既然是一种约束袁那么违
反纪律就必然要受到组织处分遥 曾经在
一段时期里袁因为日本侵略者一次次的
重点扫荡袁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变得异常
艰苦袁个别党员不愿意到敌后去遥 中组
部在延安挑选了 10多名来自东北的同
志袁 准备派他们回到家乡去开展工作袁
其中 苑人以种种理由推托不去袁 最后由
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袁其中 1人给以
严重警告的处分遥 为此袁陈云专门在中
共中央机关刊物叶解放曳周刊上发表文
章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袁组织部门的决定
一旦形成袁绝不能讨价还价袁而要没有任
何借口尧野迅速确切冶地执行遥

延安时期袁遵守纪律既是对党员的
强制要求袁更体现了党员作为无产阶级
先进分子的高度自觉遥 毛泽东指出院野党
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曰但同时袁它又必
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袁
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遥 冶陈云也指出院
野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袁纪律
才能成为铁的尧不可动摇的尧有效的东
西遥 冶 从中央领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
国共产党的执纪理念要要要每个党员都应
自觉遵循党的纪律遥 这种自觉正如刘少
奇在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曳中指出的院每
一个共产党员野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尧
无人监督尧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袁
他能够耶慎独爷袁不做任何坏事冶遥 可见袁
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袁能
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
题上袁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
的纪律的模范遥

野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耶特殊人
物爷耶特殊组织爷冶

党员的一言一行袁是检验每一个共
产党人是否遵守党的纪律的最直接的切
入点遥 因此袁遵守党的纪律袁维护中央权
威袁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

保持一致袁更要落实到每一名共产党员
平时的言行中遥 1939年 5月袁陈云强调院
野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袁还是一般党员袁不
管你是老党员袁还是新党员袁都要遵守纪
律遥 冶野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袁还是支部委
员会袁都要遵守纪律遥 冶野党内不准有不
遵守纪律的耶特殊人物爷耶特殊组织爷遥 冶

纪律面前特权无所遁形袁纪律面前
没有特殊公民袁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
党具有极强纪律观念的真实写照遥 当毛
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做
了野大官冶而请求介绍工作时袁毛泽东回
复院野吾兄想来工作甚好袁惟我们这里仅
有衣穿饭吃袁 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袁待
遇相同袁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
苦民众做事袁牺牲个人私利袁故人人平
等袁并无薪水遥 冶与此类似的是袁陈云有
一次在进延安城北门时被岗哨挡住袁在
认真系上了风纪扣后袁哨兵才让陈云进
去遥 这个风纪扣就是纪律扣袁系上的是
纪律的一视同仁遥

1941 年 2 月袁王明致信陈云袁要求
中国女子大学学生归中央组织部随时调
动到各项工作去的比例降低为 25%遥 陈
云在复信中指出袁这是野中组部依照最近
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冶野我们彼此仍
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
为好冶野我是党的工作者袁我的责任和我
的要求袁也仅仅是耶一视同仁爷四个大
字冶遥 陈云的野一视同仁冶就是党的领导
干部严格遵守党纪尧不能搞特殊化的表
现遥

延安时期袁中国共产党对于违法乱
纪的党员袁特别是领导干部袁一经发现袁
均按规定给予处分遥 当时严肃处理了两
起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院刘振球案件和
黄克功案件遥 两人都参加过长征尧战功
赫赫遥 刘振球犯了严重官僚主义尧侵吞
公款等错误袁野经常拿公款购买私人奢
侈品袁几个月中袁此类费用在 300 元左
右袁又将公款 240元私吞冶遥 黄克功在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因逼婚不成枪杀
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袁对党和军队造成
了很坏影响遥 对刘振球袁中央军委总政
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院野为着
巩固党袁严格党的纪律袁特开除刘振球
的党籍袁交法庭处理遥 冶而黄克功袁则被
交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袁立
即执行遥

延安时期的纪律
阴雷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