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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自环境
整治野百日攻坚冶
活动开展以来袁
各网格单位尧职
能部门主动担
当袁快速度尧高质
量推进环境整治
工作袁 抓好问题
整改袁 确保以整
洁靓丽的城市形
象迎接四方宾
朋袁 喜迎新中国
成立 70华诞遥图
为整治毁绿种菜
现象遥

本报记者陈盛昌摄

本报讯 渊冷凯 记者刘俊良冤
野经过政府的大力整治袁圩镇的环
境确实好了很多袁 原本拥挤凌乱
的圩镇一下子整洁亮堂了起来遥 冶
近日袁 正在云集赶集的叶坪乡山
岐村村民黄先生笑着说道遥

良好的环境是广大群众的迫
切需要遥 自我市开展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百日攻坚以来袁 叶坪乡高
度重视尧科学部署尧扎实推进城乡
环境百日攻坚活动袁 使得城乡环
境得到大幅改善遥

一方面袁 该乡注重抓好思想
动员袁 提高全乡上下对环境整治
的认识遥 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袁研
究圩镇整治方案袁 明确了以整治

店前铁皮棚尧不规范店招尧乱堆乱
放尧私设果蔬摊点尧流动猪肉摊尧
占道经营及陈年垃圾等为重点袁
组建了由乡村两级干部组成的 3
个宣传动员工作组袁 分别到圩镇
召开理事会会议和户主代表会
议袁讲清政策尧讲明整治内容袁充
分动员群众参与到圩镇环境卫生
整治中来遥另一方面袁科学划分网
格袁把责任分解落实到人遥 将全体
机关干部尧 村干部参照 野两城同
创冶网格划分模式袁细化为 12 个
圩镇环境整治工作网格袁 每个网
格由 1-2名党政领导具体负责遥
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袁 将整
治内容及任务袁按重点路段尧区域

划分袁 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工
作组袁全体上阵尧全面动员袁确保
了整治工作的高压态势遥同时袁开
展立体式宣传袁营造浓厚氛围遥利
用悬挂条幅尧村务公开栏等方式袁
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袁 营造浓厚
的活动氛围遥 将宣传报道贯彻于
整个整治工作的全过程袁 对整治
效果好的商户进行正面宣传袁对
整治不配合尧 环境脏乱差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直播曝光袁 促使圩镇
范围内的群众自觉参与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遥 此外袁该乡还注重总结
经验袁建立长效机制遥 在前期工作
的基础上袁 继续按照网格化进行
包路段管理袁并建立乡尧村尧理事
会圩镇整治三级联动机制袁 要求
理事会做到及时反馈成果及整治
中存在的问题袁 网格成员及村干
部及时进行现场解决袁 确保圩镇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常态化尧 持续
化遥

在红井景区离毛主席
旧居不远处的一座旧址袁
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匾袁上
面赫然写着 野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旧
址冶袁这里就是国家教育部
的前身袁 苏区时期主管教
育 工 作 的 国 家 行 政 机
关要要要中央人民教育人民
委员部旧址遥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
渊简称教育部冤 于 1931年
11月成立袁 是中央人民委
员会下设的主管苏区教育
工作的国家行政机关袁瞿
秋白为部长尧 徐特立为副
部长遥因瞿秋白在上海袁未
能到职袁1932年 3月袁任命
徐特立为代部长遥 部长之
下设部务委员会袁 委员有
瞿秋白尧沙可夫尧魏延群尧
曾镜冰尧张欣尧阿丕渊陈丕
显冤尧潘汉年尧方维夏等遥 徐
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袁到
苏区之前袁 已经从事教育
工作几十年袁 是个很有名
望的教育家遥 1934年 2月袁
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就任
教育部部长袁徐特立和瞿秋白密切配合袁克服重
重困难袁 进一步推动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遥

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尧高等教育局尧社会
教育局尧艺术局和编审局尧行政局尧秘书处袁并设
置了巡视委员会尧消灭文盲协会尧临时中央干事
总会等遥 同时袁直接创办了列宁师范学校袁徐特
立兼任校长遥

当时袁 教育部对苏区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
实行管理和指导袁 也帮助中央军事委员会开展
红军教育袁帮助苏维埃政府开展干部教育遥指导
苏区各地开展了职业技术教育尧工农业余教育尧
儿童教育和师范教育遥 在兴学办教中袁 制定了
叶苏维埃教育法规曳等一系列教育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袁 创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制
度袁建立了相当庞大的文化阵地袁使大多数苏区
群众接受了教育袁又为各级党尧政尧军群团体培
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袁 在苏维
埃的各项事业建设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毛
泽东在野二苏大会冶报告中曾对教育部的工作高
度评价说院野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袁那
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冶遥

苏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遥 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袁 大村独
办袁小村联办袁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遥
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2年 11月报告袁胜利尧
会昌尧寻乌尧万泰尧兴国尧永丰尧公略尧赣县尧安远尧
于都尧乐安尧南广尧宜黄尧信康等 14县统计袁共办
有列宁小学 2277所袁有小学教员 2535人袁小学
生 82342人遥 而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袁适龄儿童
入学率不到 10豫遥 苏区的儿童们在学校里不仅
学习文化知识袁还学习劳动知识尧军事知识袁培
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遥

教育部先设在叶坪谢氏宗祠袁1933年 4月
迁驻沙洲坝杨氏众厅遥

本报讯 渊朱金华 记者郑薇冤记
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袁2019上半年
我市经济仍然保持稳中运行袁 就业
市场呈现稳定向好的态势遥 野四上冶
单位从业人员人数保持平稳尧 工资
总额稳定增加袁 大部分行业平均工
资呈现稳定性增长态势袁 新兴服务
业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 就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遥

今年上半年袁我市共有野四上冶

企业调查单位数 186个袁和 2018年
上半年相比袁 增加 20个, 同比增长
12 %曰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21200人袁
同比小幅下降 0.8%曰 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 21326人袁同比小幅增长 0.5%曰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43756 万元袁同
比增长 9.2%曰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20518元袁同比增长 8.6%遥 其中袁制
造业和建筑业吸纳就业人数分别位
居行业第一位和第二位袁 成为吸纳

就业的主体遥
此外袁第三产业尤其是租赁和

商务服务尧科教文卫等新兴服务业
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遥 野四上冶第
三产业单位数 91 个袁 吸纳就业人
数 6358 人 袁 占比就业总人数的
30%袁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尧科教文
卫等新兴服务业共吸纳就业人数
3686 人 袁 占 比 就 业 总 人 数 的
17.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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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我市上半年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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