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0 日 袁
市公安局组织指
挥中心尧 禁毒大
队尧 刑侦大队尧宣
传科等部门集中
在红都广场发放
公安服务手册等
宣传资料袁向广大
群众讲授正确拨
打 110 的方法等
知识袁提高群众自
我防范意识和自
护自救能力遥图为
民警正在向市民
宣讲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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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郑薇冤瑞金火车站站房改扩建工程日
前完工袁改造提升的瑞金站于 1 月 10 日正式投入使用遥

野您好袁动车尧高铁乘客可以刷身份证进站遥 冶在火车
站工作人员的提示下袁 乘客通过验证身份证直接进站袁
他们纷纷表示院火车站现在变得更漂亮也更方便了浴

瑞金火车站始建于 2003 年袁站房主体一层袁局部
二层袁 建筑高度 17.67 米袁 总体建筑面积 5817.5 平方
米袁是赣瑞龙铁路途中最大的站遥 近年来袁随着瑞金的
经济快速发展袁旅客递增袁瑞金站日渐难以满足运输
发展需求遥 2019 年 3 月 18 日袁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启
动瑞金站站房改扩建工程遥 此次改扩建工程将既有出
站厅尧售票房袁一层候车厅内房屋拆除袁扩大一层候车
厅袁增设广厅并新建二层候车厅袁新增消防控制室尧客
运综控室尧信息机房等袁总体建筑面积达到 8535.8 平
方米袁满足高铁列车运营需要遥

中铁十五局四公司副总经理李玮东告诉记者院野在
安全方面袁 我们对涉及营业线施工的关键工序严格把
控袁 各工序施工前始终执行方案报批及风险研判程序袁

过程中严格按照方案实施遥在人文关怀方面我们也是非
常注重的袁增加了空调尧智能消防系统和母婴哺乳室等袁
还针对老年人尧婴幼儿专门配套了各种服务设施遥 相比
之前袁旅客出行更舒适尧更便捷遥 冶

记者看到袁火车站改造工程结合了诸多瑞金特有的
红色元素遥进站广厅门口上方是以荣誉之战尧饮水思源尧
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尧群众路
线尧苏区精神为主题的 7 块大型浮雕曰候车室柱子顶端
雕刻的五角星符号代表着瑞金站的红色文化精神曰二层
候车大厅顶部设计创意来源于野二苏大冶会议旧址袁采用
八边形与四边形的排列组合袁寓意着长征路上列队行军
的红军战士遥李炜东说院野瑞金火车站的室内空间设计处
处体现着红色袁以呼应红色精神为主题袁其设计创意来
源于耶二苏大爷旧址形状尧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耶红井爷以及
红军战士的八角帽遥 冶

在 2020 年春运即将来临之际袁 瑞金火车站的重新
启用大大方便了旅客的出行遥 预计 2020 年旅客发送量
将超过 186 万人次遥

瑞金火车站站房改扩建工程竣工

春运正式投入使用
渊上接第 1 版冤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袁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得到全面巩固遥 尤其让我们感动和难
忘的是袁面对百年不遇的 7窑14特大洪涝灾害和突
发的野登革热冶疫情袁广大干群同舟共济袁不分昼
夜袁谱写了一曲红都人民自强不息尧战天斗地的英
雄凯歌遥

只争朝夕加油干袁不负韶华启新程遥 2020 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野十三五冶 规划的收官之
年袁是我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年遥全会分
析了当前形势袁明确了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尧目标
任务和重要抓手袁 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袁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体现
了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要求袁 契合瑞
金实际遥当前袁瑞金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
遇期遥这个机遇来自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袁来自
于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袁 来自于重大项目的强劲
支持袁来自于旅游消费的有力拉动袁来自于广大干
群的顽强拼搏遥 机遇稍纵即逝袁挑战形势逼人遥 我
们要增强坐不住尧等不起尧慢不得的紧迫感袁奋发
图强袁闯出一片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天地遥我们
坚信袁瑞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浴

唯有砥砺奋进袁方能不负韶华遥全市上下要迅
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袁 统一到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袁 保持越战越勇的精神状
态袁增强攻坚克难的信心决心袁保持一心为民的初
心恒心袁汇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袁万众一心加油
干袁越是艰险越向前袁奋力迈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新步伐遥

奋力迈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步伐袁 我们要
聚焦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尧 赣州重要
讲话精神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曰聚焦贯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曰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体系袁让
人民群众共享更多发展成果曰聚焦打造内陆双向开
发新高地袁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曰聚焦实现政治生态
整体向好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遥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袁坚决打好中央野三大攻坚战冶和赣州
野六大攻坚战冶袁统筹推进稳增长尧促改革尧调结构尧
优生态尧惠民生尧防风险尧保稳定袁确保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野十三五冶规划圆满收官遥

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遥蓝图绘就袁躬行当下遥站
在光荣与梦想的新起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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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坚定信心袁
真抓实干袁排难而进袁勇当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的先锋模范袁 为加快建成富有活力实力
魅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热烈祝贺市委六届七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胜利
召开尧圆满成功浴

渊上接第一版冤 发扬苏区精神和苏区干
部好作风袁再创新时代野第一等工作冶曰
要聚焦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袁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袁 努力在推进革命老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上走前列袁 为瑞金各项事
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曰 要聚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体系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尧
产业发展尧城乡建设尧民生保障尧脱贫攻
坚尧生态环保尧社会治理尧风险防控等各
方面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袁 让人民群众共
享更多发展成果曰 要聚焦打造内陆双向
开放新高地袁努力营造高效率尧低成本尧
无障碍的开放环境袁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袁
让更多的资本尧 人才和创新成果在瑞金
生根发芽尧茁壮成长曰要聚焦实现政治生
态整体向好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袁营造更
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袁 为瑞金实现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遥

许锐对今年工作的重点任务作了
部署遥 他强调袁要千方百计稳定增长袁突
出抓好产业发展尧项目建设尧招大引强
和瓶颈破解等工作袁确保经济平稳健康
运行遥 要坚决打赢中央野三大攻坚战冶袁
提高脱贫攻坚质量袁 擦亮绿色生态品
牌袁坚决防范化解风险袁在革命老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勇争先尧 作示
范遥 要坚持不懈改善民生袁解决突出民
生问题袁突出补好交通尧教育尧医疗尧老
旧小区改造等民生欠账袁完善提升物业
管理尧养老尧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等公

共服务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袁实现全国
文明城市和省级卫生城市创建目标遥 要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袁加快推进野五型政
府冶建设袁把瑞金打造成为内陆双向开
放新高地遥 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袁深入
推进平安法治瑞金建设袁全面推行网格
化管理袁全力提升公众安全感遥

许锐说袁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切实抓好各项制
度的野坚持和巩固冶野完善和发展冶野遵守
和执行冶袁 努力把显著制度优势转化为
强大治理效能袁引领保障县域治理现代
化遥 要坚定制度自信袁始终做坚持和巩
固制度的坚决捍卫者曰 要强化制度建
设袁始终做完善和发展制度的积极推动
者曰要维护制度权威袁始终做遵守和执
行制度的模范实践者遥

关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袁许锐
要求袁要持续巩固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袁把主题教育中形成的好
经验好思想好作风固定下来尧 坚持下
去曰要围绕野举旗帜尧聚民心尧育新人尧兴
文化尧展形象冶的使命任务袁全面加强和
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曰要不断夯实基
层党建基础袁把每条战线尧每个领域尧每
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尧 抓深入袁大
力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尧 全面过硬曰
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袁加强干部队
伍梯队建设袁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袁打造
全面过硬的干部人才队伍曰要充分发挥
市委总揽全局尧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袁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曰要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袁着力
构建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一体化推
进的长效机制遥

在会议结束时袁许锐强调袁要坚定
信心不动摇袁把信心尧决心转化为谋发
展尧抓发展尧促发展的实际行动袁以更加
主动的作为尧更加担当的精神推动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曰要咬定目标不
放松袁横下一条心尧铆足一股劲袁稳扎稳
打袁务期必成曰要开拓创新不停步袁以新
思维确定新举措袁以新举措推进新发展曰
要转变作风不懈怠袁 始终坚持和发扬真
抓实干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袁把心思凝
聚到干事业上袁把精力集中到做工作上袁
把功夫下在抓落实上袁 把本领用在促发
展上袁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遥

许锐还就当前抓好新年开局工作尧
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尧节日期间物质文化供
给尧安全稳定尧招商引资和招工尧节日期间
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作了布置和强调遥

吴建平在总结部署经济工作时指
出袁过去一年袁我市全力以赴抓项目尧扩
投资尧调结构尧兴产业袁全市经济发展稳
健前行曰坚持以野两城同创冶为抓手袁扎
实推进城市功能和品质提升袁城乡面貌
全面提升曰 坚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袁发
展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袁 人民群众生活持续改
善袁公众安全感更强袁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遥

关于 2020 年经济工作安排袁吴建平
要求袁要善谋实干抓项目遥 在项目谋划
上下功夫袁在瓶颈破解上想办法袁在落
实推进上出实招遥 要提质提效强产业遥
坚定信心主攻工业袁以更清晰的定位推
进集聚袁 以更完备的要素夯实平台袁以
更优质的环境助推招商曰要创新思路做
旺旅游袁全域化发展红色旅游袁差异化
丰富旅游业态袁 链条化完善功能配套袁
市场化做好宣传营销曰要稳扎稳打发展
农业袁切实抓好脐橙尧蔬菜尧油茶尧白莲尧
烟叶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遥 要城乡互动
抓建管遥 要构建区域性交通枢纽袁打造
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袁研究全域水系综
合保护利用袁 推进城市功能项目建设袁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曰要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和能力袁完善水利尧路网设置建设袁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袁 改善乡村发展条件曰
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袁推进野无
废城市冶建设试点袁巩固绿色生态优势遥
要走深走实促改革遥 重点领域尧关键环
节改革要有新突破袁人才引进尧科技创
新转化要有新成果袁政务服务尧政府工
作成效要有新提升遥 要用情用力惠民
生遥 全面巩固脱贫成果袁确保全面小康
不落一户尧不少一人曰加快补齐民生短
板袁解决野入学难尧看病难尧养老难尧休闲
难冶等问题曰围绕野出行难尧停车难尧买菜
难尧环境脏乱差冶等问题袁解决群众急事
难事袁提升群众获得感曰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遥

勇当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先锋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