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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袁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袁
选购年货等物品遥图为市民在选购福
字袁迎福进家门遥

胡国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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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邓雪萍冤1月 31日袁
市政协党组召开 2018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遥 市政协主席尧党
组书记彭强主持并讲
话袁党组成员尧副主席
钟天雨尧陈上海尧温家
振参会袁 副主席陈家
祥尧陈殷鸿尧刘瑞林列
席遥

市政协党组高度
重视尧 认真部署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有关
准备工作袁 精心组织
学习研讨袁 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袁 相互开展
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
照检查材料遥 彭强代
表市政协党组通报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袁
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
查发言遥 党组其他班
子成员逐一对照检
查袁查摆问题袁并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遥 党
外副主席对班子成员
提出建议遥

会议认为袁 这次
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
全面深刻袁 开展批评
严肃真诚袁 整改措施
切实可行袁 达到了统
一思想尧凝聚力量尧增进团结的效果袁实
现了预期目的遥

彭强就巩固民主生活会成果袁 进一
步加强市政协班子建设袁 发挥好政协班
子示范带头作用提出了要求遥他说袁要进
一步强化理论武装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曰要进一步抓好问题整改袁对查摆出来
的个人突出问题袁细化整改内容袁一条条
整改尧一项项落实袁确保一个不落完成整
改任务曰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袁切实履
行发展职责袁进一步抓好作风建设袁坚决
抵制特权思想袁班子成员要带头讲团结尧
讲分工尧讲合作袁进一步增强班子凝聚力
和战斗力遥

齐贺新春 共话发展

同志们袁朋友们袁父老乡亲们院
大家好!
光阴荏苒袁岁月如梭遥马上我们

又将迎来新的一年袁在这辞旧迎新
的时刻袁我向全市父老乡亲袁向关
心支持瑞金发展的各级领导尧各
界朋友袁 向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
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袁 致以新春的
祝福浴

一分耕耘袁 一分收获遥 回首
2018年袁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袁 携手奋进尧
共同拼搏袁瑞金的事业发展尧群众
生活有了新的进步遥 我市在赣州率
先脱贫摘帽袁迈出了脱贫奔小康的
坚实步伐遥 工业尧旅游尧农业加快发
展袁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业创
业遥 全国文明城市尧 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扎实推进袁 背街小巷的 野脏乱
差冶 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袁野红帽子冶
野红马甲冶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靓丽风
景遥我们取消了 50个与群众密切相
关的证明事项袁517 项政务服务实
现野最多跑一次冶袁企业尧群众办事更
加便捷遥 办好了 93件民生实事袁上
学尧就医尧养老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在
努力袁今后还要继续努力袁让大家的
生活越过越好遥

心怀梦想袁追梦不止遥 2019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 是大喜之
年尧关键之年遥 我们要朝着 2020年
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继续拼搏尧大
步前进遥 在新的一年袁我们要开工
建设瑞金机场尧野一江两岸冶基础设
施等一批重大项目袁进一步打牢发
展基础遥 我们要持之以恒做大工
业尧做旺旅游尧做优农业袁进一步挺

起发展脊梁遥 我们要深入推进野两
城同创冶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袁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袁保护好瑞金的青山
绿水和蓝天袁 进一步提升发展形
象遥 我们要驰而不息推进改革袁努
力打造政策最优尧成本最低尧服务
最好尧办事最快的营商环境袁进一
步释放发展活力遥 我们要用心用情
造福群众袁尽最大努力办好市民关
注的事尧期盼的事袁让红都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遥

天道酬勤袁实干为本遥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为明天更加美
好的生活袁一起拼搏尧一起奋斗遥

衷心祝愿瑞金的事业繁荣昌
盛袁越来越好浴衷心祝愿瑞金人民的
生活富足安康袁越来越好浴

谢谢大家浴

2019年春节电视讲话
阴瑞金市人民政府市长 赖联春

渊上接第一版冤 成为瑞金经济新的增长
点曰 现代农业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袁
农业品牌数量稳居赣州前列曰各项主要
经济指标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袁瑞金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遥

许锐指出袁最感高兴的是袁经过七
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袁瑞金机场立项终
于通过国家发改委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审查袁可以在今年开工建设袁瑞金人民
期盼多年的航空梦很快将变为现实曰瑞
金人民自己的银行要要要光大村镇银行
也顺利开业袁成为赣州县级首家区域性
总部银行曰最感振奋的是袁全市上下坚
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袁
尽锐出战尧攻坚克难袁以零漏评尧零错
退袁群众认可度 99.38%袁综合贫困发生
率 0.91%的优异成绩顺利实现脱贫摘
帽袁 为赣南老区脱贫攻坚树立了标杆尧
作出了示范袁被评为 2018年度中国十佳
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示范县市遥

许锐强调袁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袁在瑞金市委六届五次全会上袁提出
了野突出五项重点尧打好四场硬仗尧实现
三个提升冶奋斗目标遥 要实现这些目标袁
更需要广大客商尧乡贤尧校友尧战友的支
持和帮助遥 真诚期待各位乡贤尧校友尧战
友抓住机遇回乡创业袁积极为瑞金发展
牵线搭桥袁以同乡情尧同窗情尧战友情为
纽带袁充分发挥大家的人脉优势尧信息
优势和威望优势袁在招商引资尧招才引
智尧争资争项和旅游宣传推介等方面给
予牵线搭桥袁 帮助引进更多的大项目尧
好项目和高端人才袁为瑞金发展凝聚更
多智慧和力量遥

许锐强调袁各乡镇各部门要进一步
增强服务意识袁提高服务水平袁以真心
真诚真情支持各位投资客商尧各位乡贤
校友战友在瑞金发展全力释放政策红
利袁秉持开放包容尧互利共赢的精神袁进
一步整合优化招商引资尧 招才引智尧民
营企业发展等各项优惠政策袁全力打造
投资兴业的福地袁 人才集聚的高地曰全
力创优发展环境袁深入推进野五型冶政府

建设袁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进一步精简
审批事项尧简化办事流程袁为企业及人
才申办事项提供一站式服务袁着力打造
政策最优尧成本最低尧服务最好尧办事最
快的野四最冶营商环境曰全力提供发展平
台袁坚持以事业留人袁建设创新创业孵
化园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袁促进更多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袁为引进人才提供广
阔发展舞台遥

赖联春说袁2018年袁 全市经济社会
实现平稳发展袁 生产总值增长 7.9%袁财
政总收入增长 9.9%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5%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5%袁出口总额增长
6.95%袁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10.6%遥 瑞金
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
评先进县渊市冤遥

赖联春指出袁2019年袁 全年计划生
产总值增长 9%袁财政总收入增长 8%袁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2%袁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8.5%遥 为了实现目标袁全市上
下将紧盯项目建设尧产业发展袁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尧更加有力的举措尧更加周
到的服务袁努力打造政策最优尧成本最
低尧服务最好尧办事最快的营商环境遥 他
强调袁 要持续开展 野降成本优环境冶行
动袁 全面整合规范涉企奖励优惠政策袁
纵深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启动新一轮流
程再造袁加快推行野一窗式冶改革袁实行
窗口野无否决权冶制度袁推进全过程领
办尧野保姆式冶代办尧野店小二冶服务袁切实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曰规范涉企执法
检查袁推行安全尧环保服务型执法袁构建
野有求必应袁无事不扰冶政企关系袁让企
业在瑞金放心投资尧安心发展遥

在座谈会上袁市商务局尧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负责人分别作了招商
引资推介和旅游宣传曰投资客商及乡友
校友战友代表杨庆斌尧张小平尧杨瑞金尧
毛福生尧郭斌尧曾志荣尧钟先优尧杨毅敏尧
杨逢春尧杨海生在座谈会上发言袁表达
对红都瑞金的一片深情袁表示将继续关
心支持瑞金建设袁不遗余力推动家乡发
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