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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校外培

训行业蓬勃发展袁在
满足学生个性化教
育尧 差异化发展的同
时袁 也出现了违规失
信等现象遥 时值暑假袁
校外培训行业进入一
年中的忙碌期袁 也成
为相关问题集中暴露
的时期袁 值得引起重
视遥

校外培训丰富了
教育资源供给袁 是学
校教育的有益补充遥
近年来袁 规范校外培
训尧 推动行业健康发
展袁既是社会共识袁也
是相关部门的鲜明工
作导向遥 去年 8月袁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叶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发展的意见曳袁明确规
定 野校外培训机构培
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
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
突冶遥 今年以来袁教育
部持续推进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袁并开展专项治理野回头看冶
活动袁要求各地对行政区域内校外培训机
构再次进行全面摸排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遥前不久袁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叶关于
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曳袁 针对校
外线上培训存在的问题进行靶向整治遥这
些举措袁有力整治了不少突出问题袁净化
了行业生态袁更好保障了家长和学生的权
益遥

应当看到袁严格监管态势下袁绝大多
数校外培训机构能够做到依法合规经营袁
但也仍有少数机构心存侥幸尧 唯利是图袁
不讲诚信尧违规办学遥现实中袁有的培训机
构只顾砸钱做广告招揽生源袁而实际教学
与宣传内容相去甚远曰有的教学人员履历
造假尧良莠不齐袁培训效果难以保证曰有的
收费缺乏依据尧价格不够透明袁遇到学费
纠纷时学生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遥更有
甚者袁 号称自己是经批准设立的正式单
位袁靠收取代理费尧推销书画作品等敛财遥
这些以办学为幌子尧以不择手段赚钱为目
标的行为袁损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袁给校
外培训行业带来野诚信负债冶遥

作为经营主体袁校外培训机构谋取经
济利益无可厚非袁但这绝不是背弃诚信的
理由遥 古人有言院野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袁非
诚工不得食于工袁 非诚农不得食于农袁非
信士不得立于朝遥 冶无论什么行业尧何种职
业袁都应当重信践诺袁葆有诚信精神遥也正
因此袁 有人判断袁野信用+冶 会带给下一个
10年巨大商业红利遥自觉增强野信用+冶的
意识袁才能赢得信任尧赢得市场遥更何况袁
校外培训机构还兼有教育主体的身份袁
担负着立德树人的责任袁 自己首先要当
讲诚信尧守信用的榜样袁自觉做到守诺尧
践约尧无欺袁牢记道德底线不可触碰尧法
律红线不可逾越遥强化合规办学意识袁提
升诚信办学水平袁 才能使校外培训机构
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袁形成校内外协
同育人的良好局面袁帮助学生开拓成长的
空间遥

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袁提升诚信
水平袁可以更好地助推行业发展袁增进公
众福祉遥 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袁既要抓
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袁 又要完
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
制袁使人不敢失信遥 观察社会上出现的种
种失信现象袁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袁就在
于惩处力度不足尧失信成本偏低袁导致相
关行业缺乏促进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遥
因此袁除了让相关法律法规长出牙齿尧织
密覆盖全行业的监管体系袁 还应当充分
发挥信用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袁 大力营造
野知信尧用信尧守信冶的良好氛围袁引导相
关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尧高质量发展遥 进而
言之袁 在信用建设日益健全完善的背景
下袁任何企业或个人要想行稳致远尧收获
成功袁都必须坚守诚信袁用诚信铺就发展
的道路遥

赣州市第五届
运动会拳击比赛正
在我市如火如荼进
行遥 参加比赛的运
动员们发扬体育精
神袁顽强拼搏尧超越
自我袁 在拳击台上
打出水平尧 赛出风
格袁 展现了良好的
竞技状态遥 图为比
赛场景遥

本报记者刘俊良摄

野回到老家创业是一份情怀也是
一份担当遥 冶万田乡青坝村退役军人
钟小春笑着说遥钟小春袁2005年 12月
入伍重庆市消防总队袁2006年任重庆
市开县消防中队副班长袁2007年任班
长袁2008 作为骨干班长参加 5窑12 汶
川抗震救灾袁2010 年 12 月退伍返乡
创业袁2012年入党遥 在服役期间获三
等功一次袁 并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遥

敢闯敢干不服输
野一次偶然机会在央视叶致富经曳

栏目上看到关于养牛创业致富的报
道后袁给我很大的启发袁心里开始盘
算着如何在家乡养牛致富遥 冶说干就
干是军人的本色袁钟小春积极投入到
创业浪潮中遥 他告诉记者袁青坝村多
山地丘陵尧水草丰茂袁很适合养殖业袁
于是钟小春怀揣着创业致富的梦想
筹集资金开始养牛遥
俗话说野万事开头难冶袁养牛初期钟

小春也是走了不少弯路遥 因缺少关于
养牛的专业知识袁钟小春就从放养土
生土长的黄牛开始袁 他一边饲养黄
牛袁一边学习养牛的各种知识袁发现
水牛的性格更加温顺袁 涨势也更快袁

于是就把黄牛卖了袁 换成养水牛袁可
是却发现还是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遥

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袁钟小春跑
遍当地的养殖大户袁拜师学艺袁在养
牛的路上不断地摸索着遥 2014年他把
水牛也全部卖掉袁换成专门的杂交肉
牛品种遥 加上不断学习养牛管理技
术袁逐步从一个野门外汉冶到行家里
手遥 2014年养殖场扭亏为盈袁此后每
年养牛的收入都是逐年增长遥 2015
年袁钟小春获得万田乡野致富能手称
号冶袁2018年收入达 20多万元遥

农场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后袁钟小
春又不断拓宽自己的创业渠道遥 近几
年来的脐橙市场行情好袁加上牛粪可
以作为天然的有机肥用于脐橙种植袁
钟小春从 2015年开始用养牛的收入
用于脐橙种植遥 到今年他已经养殖肉
牛 50多头袁种植了 60多亩脐橙遥

退伍返乡不褪色
在 7窑14洪灾中袁钟小春舍小家尧

为大家袁顾不及抢救自
家的脐橙袁全力投入到
抗洪救灾当中袁哪里有
求救哪里就有他的身
影遥 此次洪灾袁钟小春

种植的 60多亩脐橙损失大袁 三分之
一的果树被洪水冲掉尧被泥土掩埋遥

野那十几天袁 他一直在都帮助别
人袁自己家果园没有顾到袁但他作为
一名党员袁作为一个退伍军人袁他有
义务尧有责任帮助受灾村民袁所以我
很支持他遥 冶钟小春妻子王娟说道遥

在闲暇之余袁 钟小春还热爱读
书遥 野我很喜欢看书袁在知识的海洋里
遨游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袁我最大的遗
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袁 但是我不后
悔遥 冶钟小春说道遥原来钟小春之前有
上大学的机会袁可是由于家里条件不
是很好袁他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妹
妹遥 让钟小春感到欣慰的是袁如今他
的妹妹已经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名
人民教师遥

野我是一个兵袁 不忘初心敢打敢
拼遥 冶钟小春身上透出的野军人味道冶袁
成为他标签式的独特气质袁更是他用
之不竭的宝贵财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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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记万田乡优秀退役军人钟小春

阴见习记者崔晓燕

渊上接第 1版冤 确保国庆节前瑞金机
场全面开工建设遥 二是要突破瓶颈解
难题遥 用地上袁实行野思想动员尧打违
拆违尧腾房拆迁尧依法强制冶四措并
举袁让真正想落地的项目得到用地保
障曰资金上袁做好资金调度袁盘活闲置
资金尧整合好有关资金尧用好专项资
金袁利用金融资金尧社会资本袁保证好
项目资金需要曰审批上袁要继续深化
野放管服冶改革袁进一步创新优化投资
项目审批方式袁 积极推进项目投资
野多证合一尧多规合一尧多介合一尧多
评合一尧多审合一尧多测合一冶袁不断
提高项目报建审批效率袁加快推进项
目落地曰招投标上袁要切实加强项目
招投标管理袁 严厉打击围标串标尧买
标卖标等违法违规行为袁科学设置招
投标条件袁 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
境袁真正把有实力的企业招进来遥 三
是要招大引强增后劲遥 要坚持不懈招
大引强袁加大野走出去冶的力度袁主攻

长珠闽尧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袁围
绕首位产业尧主导产业尧新兴产业袁瞄
准大客商尧大项目袁着力引进一批具有
引领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遥 要积极
开展北上争资争项袁充分利用振兴发
展政策尧对口帮扶优势袁加强向上对接
力度袁提前谋划项目袁争取国家尧省对
我市政策尧资金尧项目上的更大支持遥

许锐强调袁要以过硬作风把六大
攻坚战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遥 一是
要勤调度遥 加强各级层面调度袁严格
推进项目市委市政府尧 专项领导小
组尧责任领导三级调度机制袁切实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曰 要加强调度的力度和频度袁
备选项目专项领导小组要实行每周
一调度袁各项目牵头市领导要每三天
一调度袁各项目牵头责任单位要每天
一调度袁形成好的项目攻坚氛围遥 二
是要勇担当遥 本着对事业发展高度负
责的态度袁强化责任落实袁讲纪律尧讲

大局袁提高执行力尧落实力尧战斗力袁
对市委作出的攻坚部署袁坚决落实到
位袁冲锋在前曰要以身作则尧以上率
下尧主动担当袁在打好这场攻坚硬仗
上当标杆尧作表率袁形成一级抓一级尧
一级带一级袁 层层抓落实的干事态
势遥 三是要严奖惩遥 通过这次打好六
大攻坚战翻身仗提拔重用一批作风
正尧效率高尧敢担当尧善攻坚的干部袁
树立有为者有位尧吃苦者吃香的鲜明
导向袁真正让想干事尧能干事尧干成事
的干部有舞台尧有机会尧有收获遥

会议通报了 2019年上半年我市
六大攻坚战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
赣州市排名情况袁并就年底赣州市流
动现场会备选项目推进工作进行部
署遥 象湖镇尧文广新旅局分别就征迁
工作尧文旅项目工作发言曰工信局尧统
计局分别作表态发言曰棚改未完成任
务单位和赣州流动现场会备选项目
牵头单位递交军令状遥

合力抓项目 打赢翻身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