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2019 年 6 月 3 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温云高

瑞金 AI 新农业产业国际
合作示范区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渊记者朱燕 钟剑灵冤5 月 30 日袁瑞金 AI
新农业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项目举行集中签约袁原
国家农业部党组成员尧副部长夏文义袁市委书记尧瑞
金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许锐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赖联
春袁市领导杨北林尧朱建军尧陈殷鸿袁经开区领导罗
林生等出席集中签约仪式遥
市政府与中德产业转移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袁 双方共同打造瑞金 AI 新农业产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袁推动德国企业与我市在人才尧技术尧项目尧
资金尧管理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袁引进有影响力的
企业到瑞金集聚发展袁 带动瑞金产业在 AI 与新农
业发展中走出自身的特色袁加快向智能化尧高质量
发展遥
瑞金经开区管委会与中德产业转移中心签订
了产业基金合作框架协议袁 协议明确了合作方式尧
合作项目尧合作时间遥
嘉宾还与瑞金经开区管委会签订了投资意向
协议袁涵盖新农业项目尧酒水项目尧医疗健康项目和
保健饮料等项目遥
签约 仪 式 前 举 行 了 新 农 业 国 际 论 坛 重 点 项
目路演活动袁嘉宾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公司的相关
情况曰还举行了中德渊瑞金冤金橙小镇建设闭门研
讨会袁中德产业转移中心负责人介绍了金橙小镇
规划方案袁与会嘉宾就金橙小镇建设发表了意见
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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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职服务发展
要访市发改委主任谢立文
要要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怎么理
解野五型政府冶袁其要义有哪些袁怎
么来落实上级要求推进 野五型政
府冶建设钥 日前袁市发改委主任谢立
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袁结合本部门
的职能谈了自己的认识遥
野作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 尧经
济部门尧综合协调部门袁我们就是
要当好市委政府的参谋尧端好经济
发展的盘子尧 做好项目投资的计
划尧抓好改革先行的试点遥 冶谢立文
介绍说袁野五型政府冶建设是新时期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袁是转变干部作风尧优化发展
环境的重要抓手遥 作为综合协调部
门袁发改委就是要立足现有职能职
责袁以党建为引领袁打造讲忠诚严
规矩尧论实绩重实干尧能担当作贡
献尧 当先锋作表率的干部队伍袁紧
紧围绕做大赣州次中心城市及赣

南东部经济板块核心增长极这一
中心这一目标袁做好经济运行调度
分析尧 重大项目建设等各项服务袁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遥
推动振兴发展袁是发改革的一
项重要职能遥谢立文介绍说袁叶若干
意见曳实施以来袁我市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增长高于全国尧全省和赣州
市平均水平袁多项指标跨入赣州市
第一方阵遥 下一步袁发改委将在以
下几个方面抓好苏区振兴发展工
作院一是争取新一轮政策措施遥 充
分利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
联合出台的叶完善支持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曳
机遇袁积极谋划争取国家出
台新一轮 后续支持 的政策
意见袁推动苏区振兴发展更
多政策尧项目尧资金尧试点改

革事项落地见效遥二是夯实经济发
展支撑遥抓好瑞金机场尧瑞梅铁路尧
瑞金至南丰城际铁路尧瑞兴于快速
交通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袁推
动绿色食品尧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等首位产业做大做强袁加快形成产
业集群集聚效应遥三是深化对口支
援帮扶遥 充分利用财政部尧银保监
会和南昌大学尧赣州市直单位对口
支援机遇袁争取更多政策尧项目尧资
金等帮扶遥 四是推进重大平台建
设遥 以国家尧省支持批复我市设立
的一批重大平台为支撑袁着力开展
先行先试袁重点做实尧做强尧做大瑞
金经开区尧瑞兴于经济振兴试验区
等平台遥

打造五型政府 书写瑞金新篇

2019AI 新农业论坛嘉宾
在我市考察参观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 钟剑灵冤5 月 30 日袁 出席
2019AI 新农业论坛的嘉宾前往黄柏乡坳背岗万亩
脐橙基地尧绿野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考察袁并参观
了红井景区尧野二苏大冶礼堂和叶坪旧址群遥 原国家
农业部党组成员尧副部长夏文义参加袁市委副书记
潘金城袁经开区领导罗林生陪同遥
在黄柏乡坳背岗万亩脐橙基地袁嘉宾一行实地
踏看脐橙的长势袁了解脐橙种植面积尧管理模式尧销
售渠道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尧经济效益等方
面的情况袁充分肯定了把脐橙产业作为我市农业主
导产业来发展的正确思路遥
嘉宾还参观了绿野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详细
询问公司在油茶科研尧加工尧销售等方面的情况袁了
解公司在产业带动尧就业带动尧金融带动等方面的
情况袁嘉宾们还亲自品尝了油茶科研产品袁高度赞
赏该公司在油茶研科方面取得的成果遥
嘉宾一行还前往红井等红色景区参观革命旧
址袁通过看展陈尧听红色故事袁感悟伟大的苏区精
神遥

渊上接第 1 版冤开展全方位尧多角度尧
立体化的宣传报道和深度解读袁策
划推出形式多样尧 生动鲜活的主题
报道袁 集中报道各级各部门贯彻讲
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袁持
续营造火热的学习贯彻氛围遥 要在
抓好落地落实上见成效遥 坚持学习
宣传与贯彻落实一体谋划尧 一体推
动袁围绕重要讲话精神袁逐条梳理尧
逐条研究尧逐条贯彻落实遥
许锐强调袁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袁 全面加快六
大攻坚战项目建设遥 扎实抓好征地
拆迁和棚改工作袁 加快推进土地报
批工作袁切实做好资金保障袁加强项
目招投标管理遥 要压实工作责任袁转
变工作作风曰要加强廉政建设袁把推
进攻坚战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党风廉
政建设的具体抓手袁实施全过程尧全
方位的跟踪监督袁 形成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遥
许锐要求袁 要统筹兼顾做好其
他工作袁 为全年工作进位赶超打下

5 月 28 日袁瑞金市红都巾帼志愿者联合会联合爱心商家天地壹号销售企业尧黑森林
蛋糕坊及爱心人士胡帅袁来到瑞金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野情暖特殊学校袁关爱特殊儿童冶
慰问活动袁为他们送去价值上万元的洗发水尧饮料尧蛋糕袁提前和特殊儿童一起过野六
一冶遥 图为志愿者在分发蛋糕遥
徐娥摄

更加坚实的基础遥 要抓好脱贫攻坚
巩固提升工作袁主动对标推进野夏季
提升冶整改攻势行动袁抓好扶贫项目
建设袁坚持常态化走访袁落实好各项
帮扶政策曰要抓好现代农业工作袁迅
速行动袁推进蔬菜产业发展曰要抓好
招商引资工作袁大力推行精准招商尧
以商招商袁 引进一批具有引领性和
带动性的重大项目袁 加强跟踪服务
已签约的项目袁争取早日落地曰要抓
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袁通过野两
城同创冶和圩镇整治袁解决垃圾乱倒尧
污水直排尧乱堆乱放尧乱搭乱建尧超高
超大等突出问题曰 要抓好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袁 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
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强化责任落实袁抓
实中央环保督察野回头看冶和省环保
督察反馈尧交办问题的整改袁稳步推
进无废城市试点建设袁 打造全国无
废城市建设野瑞金样板冶曰要纵深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加大野打财断血冶
野打伞破网冶的力度袁确保专项斗争不
断取得新突破尧新成效曰要稳步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袁 各级各部门要
严格对标今年深化改革的工作要点
及上级有关要求袁主动认领任务尧积
极履行职责袁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
项改革任务的落地见效曰要做好野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准备工
作袁 完善提升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
在瑞金的旧址袁 结合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袁进一步挖掘史料袁开发红色
培训课程袁讲好初心故事遥
潘金城在主持会议时要求袁要
迅速行动袁 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会议
精神曰要感恩奋进袁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和赣州为强大动力推进工
作曰要找准差距袁以强烈的紧迫感加
快推进六大攻坚战项目建设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西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遥 曾
宪柏尧杨北林尧刘晓龙尧宋平荣分别
就做好棚改和六大攻坚战重点项目
征迁工作袁主攻工业项目开工袁城乡
环境整治袁脱贫攻坚尧现代农业攻坚
战和蔬菜产业发展作了发言遥

携手合作
共促繁荣

广州旅游业踩线团一行在我市
开展旅游踩线活动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崔晓燕冤 6 月 1 日袁广州
旅游业踩线团一行在我市开展旅游踩线活动袁实
地感受红都魅力遥
踩线团一行冒着细雨先后来到叶坪革命旧
址群尧红井旧址群尧野二苏大冶旧址袁重温革命历
史袁聆听红色故事袁缅怀先辈丰功伟绩遥 大家纷纷
表示袁今后会常来瑞金做客观光袁向外推介宣传
瑞金遥
活动中袁文广新旅局向踩线团同行做了旅游
推介袁希望通过此次踩线活动袁有力推动瑞金与
广州的紧密联合袁 通过优化线路和资源互补袁把
瑞金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向广州市场袁让更多的广
州游客来瑞金体验红色之旅尧初心之旅尧精神之
旅袁共同促进旅游业的繁荣与发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