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是最富意义
的变量袁也是最为公正
的朋友袁充满魔力而又
见证沧桑遥一个人对时
间的认识袁折射其精神
气质曰一个民族对时间
的理解袁展现其前行姿
态遥 当时光的航船驶入
农历辛丑牛年袁中国人
的时间历史掀开了新
的一页遥

野牛年大吉冶野牛气
冲天冶 噎噎春节期间袁
带野牛冶字的祝福成为
高频热词遥在中华文化
里袁牛是勤劳尧奉献尧奋
进尧力量的象征遥 人们
把为民服务尧无私奉献
比喻为孺子牛袁把创新
发展尧攻坚克难比喻为
拓荒牛袁 把艰苦奋斗尧
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
牛遥

牛年伊始袁新的征
途尧新的气象尧新的希
冀遥 站在野两个一百年冶
的历史交汇点袁我们应
该怎样迎接风险挑战尧
攻坚克难钥 继往开来尧
开启新的航程袁又该怎
样去应对惊涛骇浪尧行稳致远钥 在 2021 年春
节团拜会上袁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院野前进
道路上袁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尧拓荒牛尧老
黄牛精神袁以不怕苦尧能吃苦的牛劲牛力袁不
用扬鞭自奋蹄袁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
勤耕耘尧勇往直前袁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
辉煌浴 冶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遥 回首百年党史袁
我们越是艰险越向前袁 无不源于精神的振
奋袁无不映照着孺子牛尧拓荒牛尧老黄牛精
神遥 历史终将铭记袁无数个野我冶集合成野我
们冶袁 甘当孺子牛曰 无数个开路先锋披肝沥
胆尧艰辛探索袁甘为拓荒牛曰无数个坚韧身躯
挺起不屈的脊梁袁甘做老黄牛遥 一个个平凡
的奋斗者袁身体力行诠释着野功成不必在我冶
的境界和野功成必定有我冶的担当袁以精神的
伟力一次次打开局面尧赢得胜利遥

回望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袁更
离不开千千万万 野孺子牛冶野拓荒牛冶野老黄
牛冶的接续奋斗遥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
功名袁一辈子坚守初心尧不改本色袁用朴实
纯粹尧淡泊名利书写精彩人生遥 野吃亏冶书记
李连成以 野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冶 为座右
铭袁三次创业带领村民横跨三产袁让为民情
怀照亮小康梦想遥 揽月野天团冶在坚守中开
拓创新袁 将中国人开拓创新的勇敢身姿起
舞于深空探测领域袁 为探月工程赢得世界
瞩目的成绩遥 野扶贫之花冶黄文秀在脱贫攻
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尧奉献自我袁用美好青春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袁 谱写了新时
代的青春之歌遥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尧第一大
工业产品制造国尧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尧第一
大外汇储备国噎噎每一项成就的背后袁都
浸润着亿万奋斗者的勇毅与辛劳袁 汇聚着
一股股野牛劲冶遥

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袁被称为野快活三
里冶袁一些人爬累了袁喜欢在此歇脚遥然而袁挑
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袁 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袁
腿就会野发懒冶袁再上野十八盘冶就更困难遥 历
史和现实深刻警醒我们袁越到紧要关头越不
能有丝毫松懈袁既要充满信心袁也要居安思
危遥方此野人到半山尧船到中流冶袁我们决不能
骄傲自满尧止步不前袁要继续谦虚谨慎尧戒骄
戒躁袁继续艰苦奋斗尧锐意进取遥 牛年再出
发袁我们惟有继续保持慎终如始尧如履薄冰
的姿态袁继续保持不畏艰险尧勇毅向前的韧
劲袁埋头苦干尧踏实奋斗遥

野历史的道路袁不全是坦平的袁有时走到
艰难险阻的境界袁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
够冲过去的遥 冶一百年前袁革命先驱李大钊如
是慨叹遥今天袁我们同样需要激发野雄健的精
神冶袁坚定信心尧铆足野牛劲冶袁奋力在牛年创
造新的辉煌遥 渊文章来源院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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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袁我市各大景区严守疫情防控标准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袁通过执行
限流管控袁开展网上预约并要求游客进入景区后佩戴口罩尧扫健康码尧测量体温尧
隔位就坐等措施袁确保旅游市场安全有序遥 图为 2 月 12 日游客在九丰极地海洋
世界隔位就坐观看美人鱼表演遥 本报记者邓雪萍摄

本报讯 渊杨瑞莹 记者朱燕冤记
者近日从市统计局获悉袁2020 年我
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7.04 亿元袁同比增长 31.2%遥 规
模以上文化产业营业收入总量在赣
州排第 5 名袁营业收入增速在赣州排
第 4 名袁增速比全国尧全省尧赣州分别
高 29 个百分点尧17.5 个百分点尧15.8
个百分点遥

分产业类型看袁 文化制造业实
现营业收入 13.39 亿元袁 同比增长
35.98%袁所占比重 78.58%曰文化批发

零售业实现营业收入 2.81 亿元袁同
比增长 19.85%袁 所占比重 16.49%曰
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0.84 亿
元 袁 同 比 增 长 5.41% 袁 所 占 比 重
4.93%遥

分行业类别看袁 文化及相关产
业 9 大行业中袁 我市文化产业集中
分布在四大行业袁即内容创作生产尧
文化传播渠道尧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尧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四大行业遥 文
化内容创作生产营业收入 7.93 亿
元 袁 同比增长 55.58%袁 所占比重

46.54%曰 文化传播渠 道营 业 收 入
2.81 亿元袁 增长 19.85%袁 所占比重
16.49%曰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营业收
入 0.84 亿元袁增长 5.41%袁所占比重
4.93%曰文化消费终端生产营业收入
5.46 亿元袁 增长 14.94%袁 所占比重
32.04%遥

分领域看袁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
业收入 11.58 亿元袁同比增长 40.53%,
占比为 67.96%曰 文化相关领域实现
营业收入 5.46 亿元袁增长 14.94%袁占
比为 32.04% 遥

本报讯 渊刘华 记者吴志锋冤2 月
9 日袁赣州市社会组织党委印发通报袁
决定将瑞金市仁济骨科医院党支部
等 17 个社会组织党组织命名为 2020
年赣州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袁
肯定了瑞金社会组织党建成效遥

据悉袁 该示范点命名经过了申
报尧 赣州市社会组织党委评估验收尧
研究讨论等流程袁 标准是 野六有六
好冶袁要求党建基础牢固尧氛围浓厚尧
推进有力尧特色鲜明尧表现突出袁在疫

情防控尧脱贫攻坚等中心工作方面取
得显著成绩遥

据了解袁2020 年袁市仁济骨科医
院党支部团结广大党员和全院职工袁
以团结抗疫为着力点袁统筹做好市福
利院老人和儿童的疫情防控工作袁组
织监测小组给福利院老人测体温袁组
织消杀小组给福利院做消杀工作曰克
服困难调配出 1800 个库存口罩捐赠
给象湖镇人民政府尧市卫健委和市残
联一线防控人员使用曰主动请战向市

委党校隔离点派驻一名驻点医生袁向
叶坪卫生院集中观察点派驻支援护
士一名袁向叶坪黄沙卡点派驻由党员
为组长的体温监测小组遥该党支部还
先后在工厂尧社区尧小学等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袁培育全院职工服务群众的
理念曰将野三化冶工作与医院发展统筹
推进袁 有效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袁先
后接受省委组织部尧 赣州市委组织
部尧瑞金市委组织部等各级领导检查
并得到肯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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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蹄疾步稳
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营收达 17 亿元袁增速列赣州第四

市仁济骨科医院党支部院

党建氛围浓厚 防疫积极有为
被命名为赣州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