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邹婷冤11 月 13 日袁
六届市委第十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
会召开遥 市领导郭德帅尧陈大林出席
会议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袁
市委巡察组尧 市委选人用人专项检
查组尧 市委意识形态工作专项检查
组和市委巡察办全体人员袁 市纪委
监委机关各部门及派驻纪检监察组
负责人参会遥

会上袁 郭德帅传达学习十九届
中央第六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尧 十四
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
神袁 并宣布六届市委第十轮巡察组
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遥

陈大林作动员部署讲话遥 他要
求袁 一是要准确把握聚焦职能责任
要求袁突出野三个聚焦冶的监督重点遥
聚焦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曰 聚焦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曰 聚焦基层
党组织软弱涣散尧组织力欠缺问题遥
二是要坚持野严冶的主基调袁发现问
题尧形成震慑这个生命线不能丢遥 要
牢固树立野两职冶观念遥 紧盯重点人
重点事重点问题袁紧盯权力集中尧资
金密集尧资源富集领域的廉政风险袁
促进形成决策科学尧执行坚决尧监督
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遥 要实事求是

发现问题尧反映问题遥 全面客观分析
问题袁严格把握政策标准袁把握形式
和内容的关系遥 三是要忠诚履职尽
责袁扎实完成市委交给的巡察任务遥
强化政治理论学习袁 找准工作切入
点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尧强化责任担
当尧增强履职能力遥 发扬斗争精神袁
明确斗争任务袁 全面履行党章赋予
的职责袁强化政治监督袁着力发现和
推动解决野三个聚焦冶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遥 总结经验方法袁深入总结谈
话突破尧明察暗访尧信访处置尧深入
了解等经验做法袁 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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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作霖在瑞调研马克思共产主
义学校旧址修复工作时要求

科学规划 修旧如旧
本报讯渊记者刘芬冤11 月 13 至 14 日袁中央党

校渊国家行政学院冤行政财务部主任苏作霖一行
来到我市袁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修复事宜
进行专门调研遥 赣州市委党校专职校委委员温晨
阳尧瑞金市纪念馆馆长周景春等陪同调研遥

苏作霖一行通过现场察看旧址和召开研讨
会的形式就旧址修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遥13 日上
午袁苏作霖一行来到位于叶坪乡洋溪村的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旧址袁 认真听取学校情况介绍袁详
细了解修复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遥

14 日上午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修缮研
讨会召开遥 与会人员结合部门职能尧 积极建言献
策袁就如何推进旧址修复工作进行了协商探讨袁提
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遥

苏作霖表示袁中央党校将竭尽所能支持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旧址的修缮和保护袁希望瑞金在推进
修缮工作中袁要坚持修旧如旧原则袁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设计曰专业部门要对旧址的保护和利用做好长
远规划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有序推进曰同时专业部
门在进行规划时袁要加强与乡尧村两级的沟通袁确保
旧址修缮的规划与乡村规划发展相融合尧不冲突遥

蓝贤林在瑞金二中上思政课时寄语青年学子

奋力书写人生精彩华章
本报讯渊记者邓雪萍冤11 月 12 日袁市委副书

记蓝贤林来到瑞金二中袁以野传承红色基因尧坚定
制度自信袁奋力书写人生精彩华章冶为题袁为该校
200 多名师生上了一堂精彩的思政课遥

蓝贤林说袁同学们要从家乡史中深刻认识红色
政权来之不易袁要从新中国史中深刻认识新中国来
之不易袁要从党史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袁并从这野三个来之不易冶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袁
坚定为未来而加倍努力的信念遥 要从红都巨变之中
汲取强大制度自信力量遥近年来袁瑞金经济崛起跑出
野加速度冶袁产业发展呈现野新态势冶袁城市建设展现
野新风貌冶袁乡村振兴掀开野新篇章冶袁交通突围拓出
野新天地冶袁瑞金振兴发展的巨大变化袁源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在瑞金的生动实践遥 同学们以后不管
走到哪里袁都要有归属感袁牢记源头袁追根溯源袁用自
己所学的一身本领回报祖国尧造福家乡遥要从红色基
因传承中书写人生精彩华章遥要坚定理想信念袁立鸿
鹄之志曰要锤炼过硬本领袁修栋梁之材曰要勇担时代
使命袁显奋斗之为袁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靓丽篇章遥

蓝贤林还向学校及全体教师提出希望院要坚持
把思政课建设摆在首位袁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袁着
力提升教育质量遥

11 月 13 日袁参加
首届苏区法制研究论
坛的与会专家集体开
展现场研学活动遥 他
们先后来到叶坪革命
旧址群尧红井革命旧址
群和二苏大旧址袁瞻仰
革命遗址袁重温苏区历
史袁了解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法制建设的伟大
实践遥 江西省法学会
会长刘铁流尧河南省法
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
长刘满仓尧赣州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江阶虎尧
我市领导宋平荣等参
加活动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金秋瑞金袁 红土披锦遥 11 月
12 日袁 首届苏区法制研究论坛在
这里隆重举行袁来自七个省的 130
余位法学界尧 党史界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袁围绕野苏区法律制度与新
时代法治建设冶主题袁畅所欲言尧
各抒己见袁友谊在沟通中加深袁见
解在交流中升华遥 这个常态化疫
情防控背景下举办的区域论坛给
嘉宾们留下美好印象遥

协作院论坛筹备的共识共为
今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

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9 周
年袁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86 周
年遥 江西省法学会中央苏区法制
研究会原本计划于今年下半年举
办第二届苏区论坛暨年会袁 为推
进落实党中央提出的 野法制文化
创新冶尧开创苏区法制文化研究新
境界袁 省法学会提出成立以苏区
法制研究为主题的区域论坛袁扩
大论坛的品牌影响力遥

6 月下旬袁成立苏区法制研究
论坛的倡议陆续发出袁 得到原主
要苏区所在的福建尧湖北尧河南尧
安徽尧四川尧陕西等兄弟省法学会
的热烈响应遥 10 月 19 日袁江西省
法学会领导来到我市召开会务工
作会袁与会人员认为袁瑞金是闻名
中外的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袁 首届论坛安
排在革命圣地瑞金举办极具象征

意义袁赣州尧瑞金有关部门要通力
协作袁把首届论坛筹备好袁办出特
色遥 大家一致赞同遥 其间袁论坛筹
备工作还得到中国法学会领导的
高度重视袁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遥
11 月 11 日袁七省法学研究机构领
导尧 专家学者共 160 多人带着自
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如约而至遥

成果院探索研究的延展突破
野有计划尧有目的对根据地法

制的历史进行研究是从改革开放
以后开始的袁 到目前为止有四十
多年的历史袁取得了不少成绩袁但
存在分段割裂研究的多尧 整体性
研究的少袁新主题拓展不够尧重复
研究等问题噎噎冶12 日上午袁天津
财经大学中国近现代法研究中心
主任侯欣一教授作主旨报告要要要
叶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研究及当
代价值曳袁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深
入尧 系统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制史
的价值和意义袁 认为根据地的法
制史是 野一座不应该被忽略的学
术富矿噎噎会大有搞头冶遥

视野拓宽尧 延展突破成为此
次论坛的风向遥 专家们的发言视
野宏大尧观点独到袁饶传平的叶革
命宪法与新政治主体的生成曳袁肖
周录的 叶党在局部执政不同时期
法治建设 野同质不同态冶 特点证
成曳等等袁史料充分袁论证严谨袁他
们不再满足于经验层面的梳理袁

而是善于加以理论分析袁 大大提
升了学术研究的含金量遥 此次论
坛时间虽短袁成果却十分丰硕遥

点赞院承办单位的独到安排
野把首届论坛放到共和国摇

篮瑞金举办袁是主办单位最明智最
恰当的安排浴 冶下届论坛东道主湖
北省法学会的几位专家说袁他们也
要慎重选好论坛承办地遥 的确袁瑞
金这个红色圣地不负重望袁出色地
展现了江西人民的热情和真诚袁办
了一届高水平的法学研讨盛会遥对
来宾生活方面的周到安排自不必
说袁论坛设在古木参天尧环境幽雅
的四星级酒店要要要瑞金宾馆也为
论坛增色不少遥一些首次来到瑞金
的嘉宾为这座正在创建国家文明
城市的县级市啧啧称赞遥

论坛闭幕后的现场研学是此
次活动最独到的安排遥12 日晚袁主
办方安排来宾到沙洲坝欣赏大型
实景实战演艺 叶浴血瑞京曳袁11 月
13 日上午袁 江西省法学会会长刘
铁流与专家学者们一同前往叶坪
革命旧址群尧 红井革命旧址群和
野二苏大冶旧址袁重温中国共产党
带领苏区军民建立红色政权尧开
展治国安邦伟大预演的光辉历
史袁 深入了解苏区法律制度的诞
生与发展遥 很显然袁现场研学环节
成了本次论坛的有益补充袁 也是
对论坛主题的完美呼应遥

新时代 新境界 新成果
要要要首届苏区法制研究论坛侧记

阴本报记者朱燕

六届市委第十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李绪先在我市调研人防工作

加强人防宣教 推进改革发展
吴建平陪同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11 月 13 日袁省人防办党
组书记尧主任李绪先来到我市调研人防工作遥 市
委副书记尧市长吴建平陪同遥

当日下午袁 李绪先首先来到市人防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调研袁了解我市人防工作有关情况遥 近年
来袁我市人民防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袁受到了国家
人防办和省办尧市办的多次通报表彰袁瑞金位居全
赣州市野六个第一冶袁即第一个并唯一被评为野全国
人民防空先进单位冶袁第一个被评为野全省人民防
空先进城市冶袁第一个连续 10 年授予全省野人民防
空先进单位冶称号袁人防工程建设总量第一和人防
指挥系统建设水平位列全省第一方阵遥

李绪先对我市人防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遥 他指出袁要深入推进人民防空改革发展袁
把思想认识和行动迅速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关于
人民防空的决策部署上来袁 加强人防宣教工作袁
建好人防疏散基地袁以务实举措推进人民防空系
统谋划和配套措施落地见效遥

随后袁 李绪先还到中革军委旧址尧野二苏大冶
旧址参观考察袁 实地踏看苏区时期的防空设施遥
瑞金是中央苏区党尧政尧军尧群等中央机关驻地袁
是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心脏袁更是苏区人民防空的
重点遥 野二苏大冶 礼堂后面的防空洞可容纳 2000
多人袁里面设有通风排气孔和下水道遥 其科学合
理的设计和坚固完好的建设让李绪先赞叹不已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