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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吴志锋冤1
月 29日袁叶坪乡在全乡总结大会
上举行 野瑞金市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冶 证书发放仪式袁 宣读了市综
治委的表彰决定袁 向刘水来尧曾
会林 尧刘红 尧刘健尧杨建东 尧杨海
春等 6 人各颁发荣誉证书和
2000元奖金遥

记者了解到袁2018 年 6 月 10
日 9时 30分左右袁 叶坪乡新院村
贫困户钟起元尧钟昌全父子被洪水
卷入水中袁死死抱住电线杆袁情况
危急遥正在现场开展防洪安全巡查
的田坞村村委会主任刘水来尧见习
村干部曾会林尧 田坞村民杨建东尧
刘红尧刘健尧杨海春等同志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袁 全力开展现场营救袁
合力将他们救上岸袁挽救了两条生

命遥叶坪乡党委政府决定授予刘水
来等 6人叶坪乡野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冶荣誉称号袁并各奖励 500元袁称
赞他们在群众生命受到威胁的关
键时刻袁不计个人得失安危袁挺身
而出袁临危不惧袁奋不顾身勇救落
水人员袁用野果断尧机智尧神速和勇
敢冶 给了钟起元父子生还的机会袁
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时代正气
之歌遥

据悉袁我市历来十分重视继承
和发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
美德袁 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袁不
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平安瑞
金建设热情袁为见义勇为个人点赞
和撑腰遥2014年袁根据叶江西省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办法曳 第七
条尧第十一条规定袁市政府决定袁授

予刘梅花尧刘晓英尧钟水源尧杨长禄
等 4人 野瑞金市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冶 荣誉称号袁 各奖励 5000 元遥
2016年 2月袁市综治委授予提供线
索和协助公安部 A级逃犯的杨某
和张某尧杨某某野瑞金市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冶荣誉称号袁并对杨某奖
励 1万元袁 张某尧 杨某某各奖励
5000元遥2018年 12月底袁省政法委
走访慰问我市 2001年度江西省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程赣洲遥 2016年 6
月起袁市政府为全市居民购买自然
灾害公众责任险暨附加见义勇为
救助责任保险袁凡在瑞金市行政区
域内因见义勇为导致伤残或死亡袁
无论是否为瑞金市户籍袁人保财险
公司均按保险按合同约定负责赔
偿遥

褒扬见义勇为者
弘扬社会好风尚

渊上接第 1 版冤要要要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内政治
生活准则遥 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制尧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尧严格执行请示报告
制度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袁 清醒认
识自己岗位的特殊重要性袁模范遵守党章党规袁坚持
不忘初心尧继续前进袁坚持率先垂范尧以上率下袁在遵
守和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上为全党做出表率遥

要要要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遥 一是
突出重点惩治腐败袁特别是查处事关全市发展大局
的重大工程尧重点领域尧关键岗位的腐败问题曰二是
要把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落到实处袁领导干部与企业
家打交道要野亲冶而有度尧野清冶而有为曰三是要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野四
种形态冶袁继续运用好野三会一书两公开冶加大警示
教育袁进一步筑牢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遥

要要要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遥 深
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袁细化惠民政
策落实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袁深入开展破
坏发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袁集中开展工程领域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袁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袁
既要野打虎冶袁也要野拍蝇冶袁严查群众身边特别是民
生领域的野微腐败冶问题遥

要要要要以更大决心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遥 要围绕深挖根治的工作目标袁强化党政主体责
任和部门直接责任袁持续加强对黑恶势力易发多发
领域的排查整治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袁加强各成
员单位的联动协作袁完善策略方法袁调整主攻方向袁
保持强大攻势袁全面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
发展遥

要要要要高质量推进巡察全覆盖遥 发挥常规巡
察尧专项巡察尧机动巡察的不同优势袁采取提级式尧交
叉式尧点穴式等各种方式袁提高巡察全覆盖质量和水
平曰扎实做好巡察野后半篇文章冶袁把巡察整改落实和
深化标本兼治有机结合起来袁综合运用巡察成果袁集
中解决巡察发现的突出问题袁又要加强综合分析袁堵
塞漏洞袁完善制度袁形成野长久立冶的机制遥

许锐强调袁要强化使命担当袁凝聚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强大合力遥 要落细落实党委主体责
任袁做细做实纪委监督责任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尧战斗力尧创造
力曰要持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袁充分发挥
乡镇村居纪检组织监督作用袁 推进派驻纪检组改
革袁 全面提升乡镇纪委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曰要
锻造全面过硬的纪律部队袁增强政治素质尧政治能
力袁培养专业能力尧专业精神袁提高精准监督尧精准
执纪执法能力和水平袁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其他各
方面监督袁真正把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建成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铁军遥

会议在公务大楼会议中心召开袁 参加会议的还
有院市纪委委员袁各乡镇党委书记尧乡镇长袁市委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袁市直尧驻市各单位党组织尧行政主要
负责人袁各乡镇纪委书记袁驻市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负
责人袁市监委委员袁以及市纪委监委机关尧市委巡察
机构尧市纪委监委各派驻机构副科级以上干部遥

根据叶江西省森林防火条例曳第二十三
条规定袁经研究决定袁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遥

禁火期院2018年 10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日遥

禁火区域院全市林地及靠近林地边缘范
围内遥

在禁火期间袁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禁火区
域严禁下列用火院

烧田埂草尧烧灰积肥尧违规炼山以及其
它生产用火曰

吸烟尧野炊尧烤火取暖尧烧烤食物尧使用火
把照明以及其它生活用火曰

上坟烧香烛尧纸钱袁燃放烟花尧爆竹尧孔
明灯等野外用火行为曰

烧山驱兽和使用其它容易引起森林火
灾的方法狩猎曰

其它违规野外用火行为遥
凡违反以上规定的袁依法依规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曰 对单位处
1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遥 对酿成火
灾的袁依法从严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遥

森林防火袁人人有责遥 一旦发生火情袁请
立 即 拨 打 森 林 火 灾 报 警 电 话 院
2512119袁2523010遥

瑞金市人民政府
2018年 10月 1日

禁 火 令

2019年春运袁1月 21日至 3月 1日袁共计 40天遥 记者 2月 2日从瑞金火车站获
悉袁截至目前袁2019年春运期间从我市出发的客流量每日在 3500人次以上袁比去年
有所上升遥 图为旅客在候车室离站与亲人告别场景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向模范学习 向先进看齐
渊上接第一版冤 今天受到表彰

的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袁他们用自
己的善行和坚守袁彰显了当代红都
儿女的精神风貌袁生动诠释了新时
代苏区精神的接力传承袁充分体现
了当代社会的道德高度袁不愧为时
代的精英尧民众的楷模袁是全市广
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遥

许锐强调袁 伟大的时代呼唤
伟大的精神袁崇高的事业需要崇
高的追求遥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遥 市委六届五次全会确
定了野突出五项重点尧打好四场硬
仗尧实现三个提升冶的目标任务遥
围绕这个目标任务袁 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深入学习先进模范的事迹
精神袁 充分发挥时代楷模引领作
用袁注重发现培育更多先进典型袁

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尧 争当先进的
浓厚氛围遥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要见贤思齐尧择善而从袁自觉激
活红色基因尧传承苏区精神袁争做
新时代的追梦人袁 更好肩负起瑞
金打造新时代红色模范的时代重
任袁 为推动瑞金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赖联春宣读市委市政府表彰
决定遥 决定授予曾能贵尧杨敏华为
野瑞金市特别贡献奖冶袁授予赖立福
等 10位同志或团体为野瑞金市道
德模范冶袁 授予郑士海等 10 位同
志为 野瑞金市十大经济人物冶袁授
予张继文等 10 位同志为野瑞金市
十大脱贫攻坚标兵冶袁授予危璐等
10 位同志为野瑞金市十大杰出青
年冶袁 授予程顺等 10 位同志或团
体为 野瑞金市十大平安卫士冶袁授

予饶军旺等 10 位同志为野瑞金市
十大绿色卫士冶袁 授予钟广东等
10 位同志为野瑞金市十大红色文
化传承人冶袁 授予邹云等 10 位同
志为野瑞金市最美教师冶袁授予王
天赟等 10 位同志为野瑞金市最美
健康卫士冶袁 授予杨玉梅等 10 个
家庭为野瑞金市最美文明家庭冶遥
聚锐攻坚袁 喜迈新程跟党走曰

乘春奋勇袁争当好样与人看遥 晚会
现场节目丰富袁精彩纷呈袁播放的
宣传片袁用真挚的话语袁感人的画
面袁生动再现了模范典型的先进事
迹袁 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袁整
场晚会掌声不断遥 此外袁江西日报
微博尧江西日报客户端尧中国江西
网尧瑞金野红都云冶融媒体等平台对
此次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袁 超过 56
万人次通过手机观看晚会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