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2020年 6 月 25日 星期四 姻一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陈盛昌 姻二版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要 闻02

本报讯 渊刘小年 朱乾锂 记者朱燕冤为
进一步做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袁将农村建设
工作与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相结合袁努力打造
农业发展尧环境优美尧人民幸福的新农村袁根
据 2018 年和 2019 年省财政厅和赣州市财
政局下达我市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安排
计划袁我市启动实施中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遥

我市中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共分
为 9 个子项目袁包括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和运维项目尧二级圩场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尧 绵江七堡河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尧农
村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尧畜禽养殖污染综合
治理项目尧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工程尧河道垃
圾清理设备及配套设施项目尧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项目和灾后饮用水源保护项目等袁项目
总投资 2.31 亿元遥

目前袁9 个项目工程进展顺利袁 计划在
今年底前全面完成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和运维项目已有万田乡麻地村等 32 个
村开工建设袁 完成截污管铺设约 15000 米袁
该项目计划在今年 10 月底前全面完工遥 二
级圩场污水处理项目的泽覃乡石水圩等 8
个圩场已全部开工建设袁已完成入户管铺设
约 14100 米袁占总工程量的 94%袁完成截污
干管铺设 4180 米袁占总量的 55%袁计划在今
年 9 月底前完工遥河道垃圾清理设备及配套
设施项目现完成相关设备采购袁5 个停靠码
头建设也基本完成袁现正在收尾遥 畜禽养殖
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第一批 24 个规模养殖场
已经实施袁大部分基本完工袁第二批规模养
殖场开始编制施工方案袁待批复后也可马上
实施遥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项目已完成遥 绵江
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已开工建设袁农村饮用
水源地保护工程正在挂网招标袁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项目和灾后饮用水源保护项目现正
在进行立项和施工图设计遥

6 月 22 日下午袁市民在博物馆红旗广场观
看野脱贫窑印记冶作品巡回展遥 此次展出有摄影
类作品 315 张尧绘画类作品 55 幅尧书法类作品
23 幅以及微视频作品若干遥精彩的作品吸引市
民驻足观赏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本报讯渊记者邓雪萍冤6 月 24
日袁由红十字会尧卫建委尧教科体
局尧城管局尧文明办和创城办联合
举办的野三献冶宣传月暨应急救护
知识普及宣传公益活动在红都广
场举行遥 我市领导刘剑平尧 谢江
溪尧陈殷鸿袁赣州市中心血站站长
廖月生等出席有关活动遥

各乡镇袁市直尧驻市各单位代
表袁社会团体爱心人士袁无偿献血
志愿者代表等共计 500 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遥

启动仪式上袁 参加活动的领
导分别为瑞金市 2019 年度参与
无偿献血的 10 个先进单位尧10 名
先进个人袁 以及 6 家爱心企业进
行了颁奖遥

当天袁 还开展了防溺水及应
急救护知识现场教学演练袁 以及
无偿献血活动遥同时袁组织志愿者
发放野三献冶和野防溺水冶野应急救
护知识冶宣传资料袁并为有意愿捐
献造血干细胞和一体器官捐献的
群众办理志愿者登记手续遥 活动
现场气氛热烈袁市民踊跃参与袁并
表示会呼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
公益事业中来遥 本次活动在我市
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带动作用袁进
一步营造了野三献冶活动良好的社
会氛围遥

野三献冶即无偿献血尧无偿捐
献造血干细胞尧 无偿捐献遗体器
官袁 是造福人类尧 有利后代的善
举遥据了解袁2019 年我市成功献血
2783 人次曰 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
资料入库 370 人袁 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 1 人曰2019 年完成器官捐献 5 例袁 累计成
功开展遗体器官捐献 16 例遥 2019 年培训红十字
救护员 1000 人次袁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8600 人次袁
累计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3560 人次袁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培训 4.5 万人次遥

我市扎实推进中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建设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新农村

渊上接第 1 版冤吴建平强调袁体育运动是最基础的教育遥
在全球疫情爆发的特殊年份袁中央把体教融合提到国家战略
进行研究部署袁是疫情带来的深刻反思袁也是教育发展的现
实需要袁更是着眼未来的深谋远虑遥 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遥
考核评价体系是野指挥棒冶袁要先把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起来袁
改进考评尧规范考试尧正面激励尧浓厚氛围袁激发学校的积极
性遥要在基础保障上下功夫遥大力改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袁扩
充师资尧配足设施尧保障经费袁让每一所学校都有条件办好体
育教育袁让每一名孩子都有机会形成一项体育爱好遥 要在操
作方法上下功夫遥 围绕野天天锻炼尧健康成长尧终身受益冶的目
标袁统筹推进尧加强对接沟通尧注重防范风险袁集众智尧讲方
法袁科学有序推进体教融合工作袁补齐在学校体育设施设备尧
人才队伍尧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短板遥

会上袁伍春华尧杨科尧汤晓斌尧谢江溪分别就体育工作的
重要性和如何推进体教融合工作提出具体意见遥 市教科体局
主要负责人汇报了校园体育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袁部分学校
负责人和体育专家组成员作了发言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瑞金地位特殊袁备受
全国各界瞩目袁 国家和江西省尧赣
州市对瑞金红色旅游发展一直高
度重视袁 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厚
爱袁2019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和
2020 江西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相
继在瑞金召开遥 尤其是这次民宿产
业发展大会袁全国各地民宿领域的
知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带着红
色情怀来到瑞金袁 给我们加油鼓
劲尧建言献策袁更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袁这些支持和帮助袁更加坚定了
我们做好民宿产业的信心和决心遥

许锐说袁今天的会议只是瑞金
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开端袁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领导和嘉宾能
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瑞金民宿
产业的发展袁多宣传推介瑞金优质
民宿项目袁 让更多的人了解瑞金尧
爱上瑞金遥 我们也希望广大投资客
商能抢抓机遇袁 多来瑞金考察投
资袁共同携手把瑞金民宿产业做大
做强袁我们也将持续加大民宿产业
发展扶持力度袁进一步深化与各方
的交流合作袁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
平袁为广大投资客商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发展环境遥
吴建平在致辞中指出袁长期以

来袁我市坚持野红绿古冶融合袁大力
推进旅游产业加快发展遥 野十三五冶
以来袁全市接待旅游人次尧旅游收
入高速增长袁2019 年游客突破 1800
万人次尧 旅游收入突破 100 亿元袁
分别增长 35.5%和 45.2%遥 近年来袁
我市把民宿产业与脱贫攻坚尧乡村
振兴尧全域旅游有机结合袁专门出
台民宿产业扶持奖励办法袁致力把
乡村野沉睡资源冶转化为野旅游经
济冶遥

吴建平说袁此次民宿产业发展
大会既是理论研讨会袁也是旅游推
介会尧项目签约会袁是加快瑞金民
宿产业发展的难得机遇遥 希望在这
次大会上袁各位旅游行业的专家学
者尧民宿野大咖冶能够不吝赐教袁为
瑞金民宿发展指方向尧 明思路尧出
点子袁传授民宿开发建设尧运营管
理的先进经验曰希望与会各方坐而
论道尧起而行之袁通过这次大会碰
撞思想火花尧交流行业感情尧达成
合作共识袁在瑞金共同开发尧合力
打造一批优质民宿项目袁推动民宿

产业加快发展遥
会上袁 吴建平还分别为郑敏

庆尧何思源尧尹燕尧宫阿娜尧马勇伟尧
朱仁斌尧李超骏尧李照辉等八位智
库专家颁发了民宿智库导师聘书袁
并共同完成瑞金市民宿智库成立
仪式曰分别举行浙江绿谷与中国红
都合作对接尧瑞金民宿项目招商合
作尧瑞金民宿项目投资战略合作等
签约仪式曰会议最后还举行了瑞金
野客家红冶 民宿区域公用品牌打造
启动仪式遥

政务环节结束后袁相关专家学
者还就乡村振兴与民宿发展尧推动
红色文化创新发展尧乡村民宿发展
的模式及红色旅游下的民宿设计
等进行主题演讲和主题对话遥 泽覃
乡尧叶坪乡尧沙洲坝镇尧云石山乡尧
万田乡尧日东乡就各自优质民宿项
目进行推介遥

市委各部门尧市直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袁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尧分管
领导尧相关村支部书记袁客商乡贤
代表袁文旅企业尧民宿业主及休闲
观光农业经营主体和媒体记者等
一同参加大会遥

集思广益推动瑞金民宿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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