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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 版冤
高位推动袁凝聚发展力量

谋划顶层设计思路袁形成全市文旅融合
全域发展良好工作氛围遥 近年来袁省尧赣州市
对我市旅游工作高度重视袁省委尧省政府提
出要率先把瑞金打造成全国红色旅游示范
城市和全国红色旅游示范基地袁要把瑞金打
造成继井冈山后的红色旅游新高地遥 同时袁
赣州市在各个层面提出要把瑞金打造成赣
州旅游的龙头遥

为此袁我市把旅游发展当野一把手冶工程
来抓袁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文化
和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袁每月召开一次文化和
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袁强化工作督查和调
度袁强力推进文化和旅游各项工作遥 市委尧市
政府从瑞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角度袁
寻找打造全国红色旅游野一线冶城市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袁确定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
抓手发展旅游产业遥 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袁
市委办尧政府办尧文广新旅局等 30 个部门尧
单位及乡镇负责人为成员单位的野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冶工作领导小组遥

我市多次召开旅游工作会袁在每年市野两会冶上袁各位
委员代表对我市旅游产业发展建言献策袁研究全域旅游
发展目标和思路袁凝聚发展合力遥 多次邀请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开展野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冶专题知识讲座遥举办
了南昌大学第三届江西发展论坛暨瑞金发展论坛袁为瑞
金旅游产业发展精准把脉尧出谋划策遥

提升规划袁完善要素配置
按五星级标准建成的瑞金荣誉国际酒店开业迎客袁

全市所有 A 级景区开通旅游公交专线袁野浴血瑞京冶红
色实景演艺项目赢得观众广泛赞誉噎噎近年来袁我市全
域化编制旅游规划袁全域化推进旅游项目袁吃尧住尧行尧
游尧娱尧购等各方面配套要素逐渐完善遥

据了解袁 我市编制了 叶瑞金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曳
叶瑞金市红色景区提升规划曳叶瑞金公园规划曳叶大柏地战
斗遗址规划曳叶都市田园旅游区创国家 4A 级景区提升
规划曳叶都市田园旅游区发展规划暨创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提升规划曳叶云石山野重走长征路冶体验园旅游规
划和建设方案曳叶沙洲坝示范镇规划曳叶中心城区景城一
体化设计曳叶红色文化风景廊道曳及壬田镇中潭村尧泽覃
乡安治村尧拔英乡大富漂流等乡村旅游规划袁以高起点尧
高标准尧 高质量的规划体系构建我市全域旅游大格局遥
通过加大投入尧招商引资尧市场运作等方式袁推进实施荣
誉国际酒店尧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尧云石山重走长征路
体验园尧红色天街尧马克思映像小镇尧红色实景演艺尧沙
洲坝示范镇尧共和国摇篮景区提升尧幸福花海等一批全
域旅游重点项目遥 每个项目都明确市领导挂帅袁并成立
项目专班落实推进袁 所有重点项目都制定项目推进计
划袁实行倒排工期调度遥 近几年袁市里还先后出台叶瑞金
市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曳和叶瑞金市星级酒店扶
持奖励办法曳等相关优惠政策袁吸引实力雄厚的旅游企
业参与到我市文化旅游项目建设遥 近年来袁我市成功引
进华侨城集团尧铜锣湾集团尧荣誉集团尧幸福集团尧寿光
集团等知名文旅企业袁落地建设马克思映像小镇尧红色
天街尧五星级酒店尧都市田园旅游区尧景区花海尧房车营
地等全域旅游项目遥

扩大宣传袁塑造品牌形象
历史文化厚重尧生态环境优美尧旅游资源丰富噎噎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瑞金尧向往瑞金尧旅游瑞金袁我市使
出野洪荒之力冶袁强势宣传推介袁采取多种形式袁做旺红色
旅游人气袁让红都品牌美名远扬遥

近年来袁我市全媒体宣传野火力全开冶袁持续在央视
一套叶朝闻天下曳栏目和七套野美丽中国乡村行冶栏目持
续投放旅游形象广告遥 与新华社尧中新社尧香港商报尧中
国旅游报尧人民网尧凤凰网尧今日头条尧腾讯旅游尧江西电
视台尧厦门电视台等国内多家媒体深入合作袁持续性尧全
方位为瑞金旅游宣传报道遥 借助央视专栏扩大影响袁中
央电视台叶国宝档案曳叶重访纪念地曳叶地理中国曳叶美丽中
国乡村行曳叶快乐汉语曳等著名栏目先后在我市拍摄播放
专题片袁全方位尧多视角尧深层次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袁扩
大红都瑞金的知名度遥在香港尧厦门尧深圳等主要客源地
地铁尧动车尧公交站台尧高炮尧中心城区广告牌尧LED 等投
放广告袁增强了客源市场游客的认知度袁瑞金旅游享誉
大江南北遥

举办节会活动袁吸引公众参与和各地关注袁扩大瑞
金旅游影响力遥 我市成功举办 2019 红色旅游博览会尧
2019 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年会尧2019 新时代红色培
训工作经验交流会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文化旅游活动袁在
全国打响瑞金红色旅游品牌袁连续不断的精彩纷呈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纷至沓来袁 各界媒体深入现场采访袁通
过现场直播尧专题报道等形式袁做旺瑞金旅游人气遥 同
时袁加强全域旅游区域合作袁发起倡议成立涵盖赣闽 9
个县渊市冤的中央苏区野7+2冶红色旅游区域联盟袁在产品
开发尧线路串联尧宣传营销等方面形成广泛的区域合作袁
从而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发展共同体遥

据悉袁2020 年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延期一个月
举行袁 考试时间为 7 月 7 日至 8
日遥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院7
月 7 日袁语文 9:00 至 11:30曰数学
15:00 至 17:00遥 7 月 8 日袁文科综
合尧理科综合 9:00 至 11:30曰外语
15:00 至 17:00遥

记者刘芬

象湖镇采用野线上+线下冶双
管齐下的方式开展森林防火宣
传活动袁 积极倡导绿色文明祭
扫袁各村渊社区冤在主要入山口设

立森林防火劝导站袁禁止携带火
源进入林地袁同时组织人员入山
巡查袁抓实清明森林防火工作遥

朱耀华 记者郑薇

2019 年袁我市实现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402378 万元袁按可比价
计算袁增长 3.12%曰其中院农业实
现产值 193196 万元袁 增长 4.21
%曰林业实现产值 34853 万元袁增
长 5.53% 曰 畜 牧 业 实 现 产 值
120512 万元袁增长 0.85%曰渔业实
现产值 38852 万元袁 增长 0.44%;
农林牧渔服务业实现产值 14965

万元袁增长 4.81%遥
朱金华 记者郑薇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袁我市
肉类产量下滑袁肉类供应结构发
生变化袁 呈现猪肉供应量下降袁
牛肉尧羊肉等其他肉类供应量增
长态势遥肉类总产量 44724 吨袁同
比下降 2.77%袁 其中猪肉产量
32351 吨袁下降 5.36%;牛肉产量
3320 吨袁 增长 8.36%曰 羊肉产量
60 吨袁 增长 36.66%曰 禽肉产量
8813 吨袁增长 3.08%遥

朱金华 记者郑薇

4 月 1 日袁
一名家长带着
孩子在叶坪红
军烈士纪念塔
前 鞠 躬 默 哀 袁
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追思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网
祭英烈袁缅怀先辈遥 连日来袁我
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通过微
信尧网站等网上祭扫平台祭奠
先烈袁向先烈们表达无限哀思
和崇高的敬意遥

为确保清明期间烈士祭扫
活动平安尧文明尧有序开展袁我市
积极组织开展野致敬窑2020 清明
祭英烈冶网上祭扫活动袁引导广

大群众采取网上祭扫的方式袁向
先烈寄托哀思袁表达敬意遥

祭扫平台开通以后袁 我市
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网上祭扫英
烈活动袁并纷纷在平台上留言袁
表示要继承和发扬先烈的革命
精神袁做好新时代的建设者遥网
友 PLP 留言说院 缅怀先烈袁没
有你们的英勇牺牲袁 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袁 你们的英

名永垂不朽袁向你们致敬遥网友
拾燃说院 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
红旗袁 我就会想到为了人民翻
身解放的先烈们袁 是他们的鲜
血染红了这面旗帜遥 我们要发
扬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袁在
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遥

据统计袁自网络祭扫平台
开通以来袁 我市先后已有 1 万
余人次参与网祭先烈活动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4
月 2 日袁 瑞金市红色文化传承
协会联合泽覃乡泽覃村 野两
委冶尧 泽覃村陵园理事会举行
清明祭奠活动袁 缅怀先烈袁寄
托哀思袁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袁
传承红色文化遥

当天上午袁参加清明祭奠
活动人员一到达毛泽覃烈士
陵园就开始忙活起来袁有的忙
着为毛泽覃烈士墓扫墓袁有的
忙着抬花圈尧花篮等祭品遥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袁
祭奠仪式正式开始遥 大家站在
毛泽覃烈士墓前袁手持鲜花袁整
齐列队遥首先袁全体人员向毛泽
覃烈士默哀一分钟袁 表达深沉
的哀思遥随后袁集体向毛泽覃烈
士墓三鞠躬袁 表达对革命先烈
最诚挚的敬意遥紧接着袁大家依
次有序地上前献花遥

毛泽覃烈士墓的祭奠仪
式结束后袁瑞金市红色文化传
承协会会员代表还来到陵园

侧边的公墓袁祭奠泽覃村为革
命牺牲的 71 名烈士遥 最后袁他
们来到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袁
向长征及长征以后牺牲的瑞
金籍烈士和无名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篮尧三鞠躬尧献花遥

野今天袁 我们来参加清明
祭奠活动袁就是要继承先烈遗
志袁汲取新时代新长征的前行
力量遥 冶 瑞金市红色文化传承
协会会员钟艳均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遥

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网祭先烈活动

深情网祭 致敬英烈

·简 讯·

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联合泽覃村举行清明祭奠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汲取前行力量

本报记者刘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