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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坪新院果蔬专业
合作社位于叶坪乡新院
村袁覆盖新院尧腰布尧洋
溪尧田坞四个村袁涉及 29
个小组 1138户农户遥 该
合作社总资产 6300 万
元袁 占地面积 2500亩遥
2018年袁 在赣州市农机
局的精心指导下袁 完成
了蔬菜全程机械化示范
基地的建设任务遥 现拥
有耕作尧植保尧灌溉尧保
鲜储存尧 运输等各类农
机具 100多台(套)袁农机
及设施基本添置配齐袁
综合机械化率达 90%遥
图为新院果蔬专业合作
社果蔬基地全程机械化
作业展示遥

见习记者邓雪萍摄

本报讯渊见习记者邓雪萍 崔小燕 杨路英冤上月 28
日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尧陈鲸尧罗锡文一行在赣州市
参加首届赣南苏区人才峰会暨院士专家民营企业行活
动袁并深入瑞金开展考察调研遥赣州市委常委尧副市长程
霜枫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瑞金干部学院党委书
记廖成铭袁我市领导潘金城尧杨波尧朱敏尧刘瑞林等分别
陪同相关活动遥

王建国一行先后来到叶坪革命旧址群尧沙洲坝旧址
群尧野二苏大冶旧址尧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考察调研袁实地
感受我市红色景区旧址建筑特色袁详细了解了我市城市
规划尧文物保护尧景区建设等方面情况遥随后召开了座谈
会袁 王建国认真听取了建筑和文物相关方面的介绍袁并
表示愿意发挥自身专长袁结合需要袁帮助引进人才助力
瑞金发展遥

陈鲸一行首先参观了叶坪革命旧址群和红井旧址
群袁随后来到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研并召
开了专题座谈会袁在调研和座谈中袁陈鲸听取了金字电
线电缆的情况介绍袁并表示会支持和帮助公司与相关专
家牵线搭桥袁进行资源融合袁促进公司发展遥

罗锡文一行来到叶坪乡新院蔬菜专业合作社蔬菜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调研袁 随后召开了专题座谈
会袁在调研和座谈中袁罗锡文听取了我市关于农业机械
化发展情况介绍袁解答了一些疑难问题袁提出了很多中
肯尧实用的解决办法袁进一步增强了我市在推进农业机
械化和农业装备产业升级的信心遥 会后袁罗锡文一行先
后来到叶坪旧址群尧红井旧址群尧野二苏大冶等红色景区
景点参观袁重温苏区历史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遥

我市接受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验收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崔晓燕冤上月 27日袁赣州市国家

三类城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检查验收团一行袁在
我市开展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检查
验收遥 市领导章芸尧谢江溪尧陈家祥参加相关活动遥

在汇报会上袁我市相关部门汇报了语言文字规范化
建设工作遥近年来袁我市按照赣州市政府尧市语委的统一
要求和部署袁 立足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袁在
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创新思路袁改进方法袁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袁努力开创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遥

汇报会结束后袁检查验收团分三个小组前往部分政
府机关尧学校和公共服务行业袁通过查阅资料尧召开座谈
会尧实地查看等方式袁全面了解我市开展语言文字规范
化建设工作情况遥

在下午召开的总结反馈会上袁检查团成员向我市反馈
了检查验收意见袁一致认为我市现阶段语言文字的社会应
用基本达到了野普通话初步普及尧汉字社会应用基本规范冶
的语言文字工作目标要求袁营造了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遥

为红都振兴发展支招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陈鲸罗锡文在我市调研指导

光伏产业照亮百姓致富路
本报讯 渊谢鹏飞 记者陈盛昌冤近年来袁我市积极发挥光伏扶贫的

重要作用袁做大做强光伏产业袁提高全市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利用
率袁大力发展光伏扶贫产业袁使有限扶贫资金发挥最大的扶贫效益袁目
前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50兆瓦发电量已达到 6600万度袁 收益为 6468
万元袁可帮助全市 100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年均增收 3000元袁实现稳
定脱贫遥

光伏发电清洁环保袁技术可靠袁收益稳定袁既适合建设户用和村
级小电站袁 也适合建设较大规模的集中式电站遥 为加快脱贫攻坚步
伐袁我市把光伏扶贫作为精准脱贫的发力点和突破口袁实施光伏扶贫
项目,实现精准扶贫由野输血式扶贫冶向野造血式扶贫冶转变遥 目前袁 我
市 50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投资主体为瑞金市人民政府袁总投
资 3.3亿元袁占地面积约 2000亩袁利用荒山荒坡尧废弃矿山建设袁不改
变土地原有性质遥 电站分布在全市 11个乡渊镇冤22个点遥 目前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 50兆瓦发电量已达到 6600万度袁收益为 6468万元遥 50
兆瓦光伏扶贫电站建成后可持续获益 25年袁承接地村集体经济可增
加 4万元/兆瓦以上收
入袁 可帮助全市 100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年
均增收 3000元遥

渊上接第 1版冤一年来袁我们两城同
创提颜值遥 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尧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活动袁实行城市网格化
管理袁不断完善城市功能袁扎实推进城
乡供水尧垃圾处理尧污水处理一体化袁常
态化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袁全面实施
新农村建设袁城乡环境更加秀美遥

一年来袁我们从严治党固根基遥 扎
实推进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袁 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袁
野红都云冶融媒体中心上线运营袁被评为
野江西省移动新媒体综合传播力十强县
渊市冤冶遥 探索形成野三联三共三开放冶的
城市党建新格局袁被列为全省 3个城市
基层党建示范县渊市冤之一遥 深入开展
野五型冶政府建设袁大力整治野怕尧慢尧假尧
庸尧散冶和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等作风顽
疾袁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加巩固遥

凡是过往袁皆为序章遥 新的一年孕
育新的希望袁 新的征程谱写新的辉煌遥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 也是同
步建成全面小康的关键之年遥 我们将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袁按
照中央尧省尧赣州市的决策部署袁坚定不
移打好六大攻坚战袁加快瑞金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步伐遥
新的一年袁 我们要突出 野五项重

点冶遥 突出红色旅游袁统筹谋划庆祝建国
70周年系列活动袁 加快推进红色天街尧
马克思映象小镇尧红色实景演艺尧五星
级酒店尧重走长征路等重点文旅项目建
设袁强化红色旅游尧红色培训的宣传推
介袁全面提升瑞金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遥 突出两城同创袁聚焦薄弱环节袁
进一步补短板尧强弱项袁推行城区环卫
保洁服务一体化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袁
加大违法违章建筑和交通秩序的集中
整治袁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遥 突出
主攻工业袁 深化经开区改革创新发展袁
加快完善经开区基础设施袁提高园区承
载力和土地利用率袁集中攻克阻碍项目
推进的审批尧用地尧资金等瓶颈问题袁加
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遥 同时袁继续招大
引强袁坚持科技创新袁进一步壮大产业
集群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遥 突出乡
村振兴袁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尧生产体系
和经营体系袁 大力发展蔬菜尧 脐橙尧油
茶尧白莲等主导产业袁提升现代农业发
展水平遥 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袁开展乡风
文明行动袁推动乡村野五个振兴冶遥 突出
重点项目袁加快长江食品产业园尧华诚
纺织尧野一江两岸冶棚户区改造尧瑞兴于

快速交通走廊尧红色培训基地尧职业学
院等重大项目建设袁 力争瑞金机场尧瑞
梅铁路 2019年开工遥

新的一年袁 我们要打好 野四场硬
仗冶遥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硬仗袁不
折不扣落实好机构改革各项任务袁加快
推进放管服等重点领域改革袁强化赣闽
商贸物流园尧农产品交易中心尧经开区
物流港和口岸作业区等平台建设袁进一
步优化发展环境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遥 打好环境污染问题整改的硬仗袁严
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袁坚决彻底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野回头看冶和省环保督察组
反馈尧转办问题的整改袁加快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尧低质低效林改造尧绵江河流
域治理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重点生态
工程袁 进一步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遥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硬仗袁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袁 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
出袁科学安排项目建设袁合理控制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袁稳定房地产市场袁切实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遥 打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硬仗袁进一步加大宣传发动
力度袁扩大扫黑除恶战果袁强化野打伞冶
野拍蝇冶的协同性和实效性袁切实提高政
法便民服务水平袁不断提高政法满意度
和公众安全感遥

新的一年袁 我们要实现 野三个提
升冶遥 着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袁落实脱贫
攻坚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袁力争再减
贫 3000人袁同步做好城镇贫困群众脱贫
解困工作袁 加快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
设袁加快解决群众在医疗尧教育尧住房尧
就业尧养老尧出行等方面反映的突出问
题袁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尧幸福
感遥 着力提升作风建设水平袁深入开展
野五型冶政府建设袁大力整治野怕尧慢尧假尧
庸尧散冶和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等作风顽
疾袁引导全市各级干部进一步转作风尧提
效率尧勇担当尧求实效遥 着力提升党建工
作水平袁统筹推进机关尧城市尧农村尧非公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袁 打好人
才争夺战袁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建设袁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袁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遥

岁月不居袁天道酬勤遥 新年的钟声袁
是扬帆启航的呼唤袁更是催人奋进的号
角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抢
抓机遇尧主动作为袁奋力拼搏尧开拓进
取袁奋力开启瑞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新征程袁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袁向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献礼浴

巩固脱贫成果 打好秋冬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