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叶坪乡朱坊村无刺可食用玫瑰基地是我市现代农业重点项目之一袁规划面积 600 亩袁
总投资 2000 万元袁其中新建高标准育苗大棚 20 亩尧示范种植面积 300 亩尧无刺玫瑰育苗主培
车间 120 平方米遥据了解袁无刺可食用玫瑰是由市润泰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国独家研发的玫
瑰新品种袁具有无毒无刺可食用特性袁该公司以公司垣农户为发展模式袁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及
周边农户就业遥 图为 8 月 4 日游客在基地观赏遥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
云冤9 月 2 日至 3 日袁省
政府副省长陈小平在我
市调研自然资源尧 生态
环境保护和林业工作遥
省政府副秘书长邱向
军尧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罗小璋尧 省林业局副
局长黄小春参加调研曰
赣州市领导郑世飘尧许
忠华袁我市领导许锐尧董
良云等陪同调研遥

陈小平一行先后深
入壬田镇中心圩镇污水
处理厂尧 罗汉岩省级森
林公园尧 沙洲坝废弃矿
山开发治理项目尧 首创
环境瑞金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等地袁 实地调研
了解土地综合整治尧村
庄规划尧矿山生态修复尧
低质低效林改造尧 林长
制工作尧污染防治尧环保
督察问题整改等方面情
况袁 并充分肯定了我市
在保护自然资源尧 生态
环境方面取得的成效遥

陈小平指出袁 各有
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袁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袁 全面提升
生态安全屏障质量袁促
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
永续利用曰要树牢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发展理念袁积极探索政
府主导尧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尧市场化运作尧
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袁 促进生态
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袁 让广大群众共享绿色
发展成果袁共享绿色生态福利曰要坚持问题导
向,不折不扣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袁强化长
效管理袁巩固整改成果袁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袁为打造美丽中国野江西样板冶作出
更大贡献遥

其间袁 陈小平一行还来到叶坪革命旧址
群袁向红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袁深切缅怀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9 月 4
日袁市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袁
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 叶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曳第三卷袁动员全市上下进一
步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为决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遥
市委书记许锐主持会议并讲话曰市
委副书记尧市长吴建平袁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学通袁市政协主席陈晓斌袁
市委副书记蓝贤林等市副处级以上
领导参加学习遥

会上袁与会人员集中诵读了叶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曳 第三卷第二章第
一节野不断增强耶四个意识爷尧坚定
耶四个自信爷尧做到耶两个维护爷冶曰市
领导伍春华领学了叶党委渊党组冤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曳叶关于
贯彻落实<网络强国建设行动计
划>的实施方案曳等文件曰市领导钟
天雨讲述了红色故事叶刘英院赤心献
革命 决然无反顾曳曰 与会人员集体
重温了红色歌曲叶长征曳袁学唱了红
色歌曲叶送郎当红军曳曰郭德帅尧汤晓
斌尧朱建军尧许晓龙尧钟天雨等市领
导围绕学习贯彻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曳第三卷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瑞金落地生根
作交流发言遥

许锐强调袁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充

分认识学习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
三卷的重大意义遥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曳 第三卷生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袁 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袁
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尧 内政外交国
防尧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袁彰显着
磅礴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袁 蕴藏
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袁饱
含着强烈的为民情怀和政治担当袁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遥 我
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充分认
识学习贯彻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
三卷的重大意义袁 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尧 省委和赣州市委部署要
求上来袁 坚决把学习贯彻这一著作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袁 不断
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尧 政治自
觉和行动自觉遥

许锐要求袁要坚持学思践悟袁深
刻把握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
的精神实质遥 要在学深悟透尧入脑入
心上下功夫袁要原原本本学袁带着感
情学袁融会贯通学曰要在知行合一尧
学以致用上见真章袁 始终坚持学思

用贯通尧知信行统一袁善于从科学理
论中找对策尧找方略尧找路径尧找答
案袁 注意与当前具体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袁 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
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曰 要在干事创
业尧推动发展上求实效袁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求实效袁 在增进民生福祉
上求实效袁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求实
效遥

许锐强调袁要广泛宣传宣讲袁大
力营造学习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
三卷的浓厚氛围遥 市领导要以身作
则尧以上率下尧带头学习曰各级党组
织要认真谋划部署尧 精心组织安
排袁通过野三会一课冶尧主题党日等
形式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曰宣传
部门要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
众化普及化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农村尧进社
区尧进企业尧进学校尧进网络曰新闻
媒体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的特色优势袁灵活运用野两微一
端冶密集报道干部群众的学习贯彻
情况袁及时总结先进典型做法并大
力宣传推广袁持续营造火热的学习
贯彻氛围袁凝聚起决战决胜的磅礴
力量遥

许锐还就脱贫攻坚尧招商引资尧
安全生产等当前工作进行了强调和
布置遥

市委中心组专题学习
（扩大）会议召开
颜三忠毛艳华作辅导报告
许锐李学通陈晓斌蓝贤林参加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9 月 4 日上午袁市
委中心组专题学习渊扩大冤会议举行遥 江西师
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颜三忠教授和中山大
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教授分别
作辅导报告遥 市委书记许锐袁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学通袁市政协主席陈晓斌袁市委副书记蓝
贤林等在家的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遥 市委常
委尧宣传部部长伍春华主持遥

颜三忠教授在 叶<民法典>要要要新时代
公民权利宣言书曳专题讲座中袁从主要特色尧
重大意义尧主要内容与制度创新以及叶民法
典曳对依法行政的影响等 4 个方面袁渊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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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许锐主持并讲话 吴建平李学通陈晓斌蓝贤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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