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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
振兴战略袁 而要实施这一战略袁党
建引领是关键遥 河源市东源县梅龙
村党支部按照野1+6+N冶乡村振兴战
略袁提出创建野新农村示范村冶建设
目标遥 经过努力袁梅龙村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袁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尧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袁聚力
抓党建尧带脱贫尧促振兴袁取得了明
显实效袁一幅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
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遥

抓好乡风文明建设
滋养乡村振兴之野魂冶

乡风文明贯穿乡村振兴的各
个方面袁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重
要保障袁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
所在遥 乡风文明建设是最能体现百
姓幸福感尧满足群众精神文明生活
需求的一项工作遥 梅龙村党总支部
结合实际袁制定工作方案袁将乡风
文明建设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中袁
2018 年该村获评野河源市文明村冶遥

走进河源市东源县梅龙村袁一
个占地 5000 平方米的村文化广场
格外引人注目袁而这里每晚都有众
多的群众前来跳舞尧散步遥 村里上
个月还举办了民乐曲表演尧广场舞
表演等活动袁不断完善各种文体设
施袁进一步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

求遥 村里还成立了儿童之家尧组建
了志愿者服务队袁活动有声有色开
展遥

在社会治理方面袁梅龙村按照
黄村镇委提出的 野信访首办责任
制冶袁严格落实好信访工作野一岗双
责冶袁做到野事事有人管尧户户有人
跟冶袁 把群众矛盾诉求化解在萌芽
状态袁实现了野矛盾不出村尧纠纷零
上访冶,目前已经实现连续 6 年野零
上访冶遥

梅龙村积极开展文明户尧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袁做好身边好人学习
宣传活动遥 2019 年袁梅龙村党委副
书记兼村委会副主任李镜文被评
为野河源好人冶袁坚持为村民服务袁
是村里人的好野叔叔冶好野镜文冶遥

目前袁 村里通过党员微信工作
群等推送该事迹袁 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尧村民向李镜文学习袁营造崇德向
善的乡风遥 野乡风文明示范村冶建设
有序进行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尧村文
化长廊尧 宣传长廊等宣传阵地功能
日益完善袁并逐渐发挥积极作用遥

党建引领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共建共享幸福乡村

2019 年袁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野春季战役冶开展以来袁梅龙村野三
清三拆三整治冶 工作有力有效推

进袁共拆除 80 间危旧房尧废弃猪牛
栏及露天茅厕计 1.2 万平方米袁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取得了明显实效遥

坚持党建引领袁充分发挥村党
员的带头作用袁激发群众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是梅龙村工作
顺利推进的有力保证遥

梅龙村大力推进全村人居环
境整治袁村野两委冶干部尧驻村第一
书记尧党建指导员尧镇驻村干部积
极投入到野三清一改冶工作中袁带领
党员干部尧群众到各自然小组开展
相关清洁工作遥 村党委书记积极带
头袁野两委冶干部尧党员主动立下野责
任状冶袁当好宣传员尧带头人袁带头
拆除危房尧带头搞好清洁卫生遥

干净整洁的村组道路袁整齐摆
放的分类垃圾桶噎噎俨然构成了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
卷袁这就是梅龙村的最新变化遥 野做
梦也想不到村里的变化这么大袁真
是感谢党的好政策袁感谢村耶两委爷
班子成员不辞辛劳的工作! 冶梅龙
村村民李某激动地说遥 目前袁梅龙
村正在全力创建人居环境示范村遥

李 玲

秦文勇袁男袁1984 年出生袁广西桂林
市永福县堡里镇三多村村民袁生前是一
名普普通通的农民遥2019 年 3 月 25日袁
被追授野永福县见义勇为英雄冶称号遥

2019 年 3 月 21 日晚 7 时许袁来自
陕西尧 家住永福的何先生夫妇两人在
永福县城茅江桥河边散步途中袁 因下
河洗手不慎掉入河中遥 路过的秦文勇
毫不犹豫跳下河袁救回一人后袁又不顾
身乏力疲再次游向河中袁 终因体力不
支袁再也没有回来遥 他的遗体被打捞上
来后袁整个身体仍呈托举状袁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袁他想的仍是救人浴

野我年轻袁让我去冶
3 月 21 日晚 7 时许袁秦文勇和往常

一样从永福县城妹妹妹夫所开的文印
店下班回家遥 当他骑着摩托车经过茅江
桥附近时袁 忽然听到河中传来求救声袁
他迅速调转车头下到桥边循声驶去遥

野当时两个人都已经落水了袁先落
水的女子漂得比较远了遥 冶据目击者方
女士回忆袁 因为落水女子穿的衣服浮
力较大袁一直在水里起起伏伏遥 方女士
身边一位 60 多岁的男子已在脱衣服
准备下水遥

野我年轻袁让我去遥 冶秦文勇冲上
前袁匆忙地脱去鞋子和上衣遥 方女士刚
要给他身上系个泡沫筒袁 可救人心切
的秦文勇已一头扎进了河中遥

秦文勇很快划到了落水女子身
边袁 一把抓住她就往岸边拖遥 快到岸
时袁另一个小伙子也来帮忙袁两人协力
将落水女子扶上了岸遥 秦文勇没稍作
休息和犹豫袁又转头扎进了河中遥

不幸的是袁 就在快要接近落水男
子时袁秦文勇终因体力透支袁和溺水者
一起消失在了江面上遥

野我接到消息后袁赶紧到现场袁消
防队员和民警已在实施救援了遥 冶秦文
勇的妹夫韦昌裕是家里第一个赶到现
场的人遥 当晚 10 点 50 分左右秦文勇
才被找到遥 直到这一刻袁秦文勇的双臂仍向上托举
着袁保持着救人的姿势遥

家人眼中的他院孝顺懂事 生活节俭
野他做了很多好事袁但他认为那都是顺手做的袁

从来不告诉我们袁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么热心袁帮助
过很多顾客噎噎冶提起救人牺牲的儿子袁秦素云难
以抑制悲伤遥她说袁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袁秦文勇从来
没有向家里提过任何要求袁 但他总默默地照顾家
人遥 知道妈妈打零工要早起袁秦文勇承担起了接送
的任务袁每天早上 5 点就起床袁从来没有半句抱怨遥

在秦文勇家的一楼袁楼梯旁一间不到 5 平米的
房间就是他的住处遥茶几上一本崭新的驾照和几本
保险合同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遥 韦昌裕告诉记者袁前
不久秦文勇专门去考了驾照袁打算买辆二手车跑运
输袁想多赚点钱改善家庭经济遥 保险合同则是在秦
文勇牺牲后袁 家人检查
遗物时发现的遥 野已经买
了几年了袁 买的是人身
意外险袁 受益人写的是
父母遥 冶韦昌裕说袁这份
保险让家人备感意外袁
也为他 的懂事 感 到 欣
慰遥 陈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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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绎钟元庆持有的残疾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591210363064袁特 此
声明遥

刘运生持有的残疾证遗
失袁证号院36078119900415511444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307231022 号 渊毛小伟冤 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编号为 H360168243(许翔冤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袁父亲:许天才 母亲院赖海燕袁特此声明遥

绎编号为 K360468854(许钒冤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袁父亲:许天才 母亲院赖海燕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凤凤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
失袁证号院ZD01140008袁特此声明遥

亲爱的市民朋友:
您好!
燃放烟花爆竹严重影响空气

环境质量袁产生噪音污染袁且易酿
成人身伤亡尧 火灾事故和财产损
失袁 我市瑞金大道合围内的区域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遥春节将至袁为
保护广大市民人身财产安全袁保
卫蓝天尧美化环境袁再次恳请广大
市民朋友在节日期间共同做到以
下几点遥

1.做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践
行者遥 在禁燃禁放区域不燃放烟

花爆竹 渊凡违反禁燃禁放烟花爆
竹规定的袁将被依法处罚曰未成年
人尧 精神障碍患者等违反禁放规
定的袁 将依法追究其监护人责
任冤遥

2.做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宣
传者遥 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燃放
烟花爆竹的危害袁 努力将禁燃禁
放烟花爆竹变成广大市民的自觉
行为袁凝聚起保护环境的正能量遥

3.做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监
督者遥 积极劝阻和监督他人不燃
放烟花爆竹袁 积极举报非法储

存尧 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
为袁举报电话 : 110 (市公安局 )尧
12369 (市生态环境局 )尧2528685
(市城管局)尧2533749 (市应急管
理局 )尧2506873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遥

希望广大市民以实际行动积
极参与到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工
作中来袁 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文明
城市建设增光添彩遥

瑞金市城市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13 日

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瑞金机场项目区内相关坟主院
依据瑞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袁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袁需依法征收瑞金市叶
坪乡横岭村尧王屋村尧寨下村尧黄柏乡鲍坊村境内部
分非农建设用地用于瑞金机场项目建设袁 在项目建
设用地范围内的坟墓必须实施搬迁遥 根据叶江西省征
用土地管理办法曳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袁市自然资
源局尧 叶坪乡人民政府和黄柏乡人民政府已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发布了叶迁坟公告曳袁目前仍有部分坟主
未进行登记和实施迁移遥 为确保瑞金机场项目建设
工作顺利推进袁 现对项目区内坟墓搬迁事项进一步
催办公告如下院

一尧迁坟范围院
迁坟范围在瑞金市机场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

内遥 涉及院
渊一冤瑞金市叶坪乡横岭村沙湖尧万新尧横岭尧麻

地尧秋坑尧乌泥塘 7尧8 等小组曰
渊二冤瑞金市叶坪乡王屋村王坑尧谢埂塘尧上王屋

塘尧下王屋塘尧石塘尧沙里塘尧山背尧山下等小组曰
渊三冤瑞金市叶坪乡寨下村埂塘尧寨下尧上员尧新

屋尧上雅沙尧下雅沙等小组曰
渊四冤瑞金市黄柏乡鲍坊村大塘尧下坑等小组遥
渊以上具体界线袁可到登记地址查阅冤
二尧迁坟时限院
请上述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坟主在 2020 年 3 月

15 日前到坟墓辖区登记点进行申报登记袁 完善迁坟
手续袁并自行将坟墓迁移完毕遥 逾期不迁的袁一律作
无主坟处理遥

三尧迁坟补偿标准及相关要求院
按照 叶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金市

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曳渊瑞府办发[2016]129
号冤尧叶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瑞金
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区域内坟墓搬迁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曳渊瑞府办发[2017]76 号冤及叶中共瑞金市委办
公室 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金市重点
区域坟墓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曳渊瑞办字[2018]
93 号冤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遥

登记地址院 瑞金市叶坪乡政府院内尧 横岭村委
会尧王屋村委会尧寨下村委会

瑞金市黄柏乡政府院内尧鲍坊村委会
登记联系人院
瑞金市叶坪乡人民政府 杨瑞生 13607074099
瑞金市叶坪乡横岭村委会 危小东 13970125187
瑞金市叶坪乡王屋村委会 熊昌平 13879718272
瑞金市叶坪乡寨下村委会 朱海林 13576671683
瑞金市黄柏乡人民政府 钟勇平 15979831898
瑞金市黄柏乡鲍坊村委会 朱金庆 15279713099
特此公告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1月 10 日

坟墓迁移催办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