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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上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
要时期袁在野十四五冶出征启程的关键
时刻袁市委部署开展野历史怎么看尧今
后怎么干尧今年怎么干冶为主题的集
中学习调研讨论活动袁目的就是引导
全市上下树立大历史观袁从历史文化
中获得启迪提炼法宝袁 汲取继续前
进尧接续奋斗的智慧和力量袁真正做到
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学史崇德尧学史
力行遥

一是要自信袁而不自满遥 瑞金是一
座革命的尧英雄的城市袁瑞金人民是聪
明的尧勤劳的人民遥这里每一个红色地
标尧红色符号袁都承载着耀眼的红色
荣光袁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袁是我们
瑞金人民永恒的骄傲遥 瑞金承载了中
国革命的苦难与辉煌袁也承载了党中
央的关心厚爱遥 对于这段光荣辉煌的
历史以及翻天覆地的蜕变袁我们理应
充满自信遥 要克服野躺在优势上睡大
觉冶的自满心态袁牢记嘱托袁感恩奋
进袁干好自己的事袁把叶若干意见曳转
化为具体项目袁转化为发展成效袁力争
再创第一等工作袁 续写红都圣地新的
荣光遥

二是要自豪袁而不自恋遥 面对党中
央和总书记的关心尧 各种政策战略倾
斜带来的难得机遇袁 我们更应该树立

大历史观袁 辩证科学地看待瑞金自身
历史和发展袁 以集中学习调研讨论活
动为大发展开路袁以更高站位尧更宽视
野尧更高标准尧更大手笔袁谋划提升瑞
金的各项工作袁坚定不移地在野三大战
略冶野六大主攻方向冶方面求突破遥

三是要自强袁而不自蔽遥 要打开视
野看世界袁顺应时代大潮袁投身历史长
河袁 从历史文化中获得启迪袁 探究规
律袁汲取继续前进尧接续奋斗的智慧和
力量遥 要树立胸怀格局袁摒弃野门户之
见冶,更加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尧
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袁敢于走出去袁学习
借鉴他山之石袁转观念尧谋思路尧找差
距尧补短板袁进一步谋划具有借鉴性尧
可操作性的发展举措遥

四是要自尊袁而不自惭遥 瑞金要发
展袁就必须要正视问题短板袁要知耻后
勇袁坚定信心袁积极行动遥 要对现在负
责袁对历史负责袁保持战略定力袁坚定
发展信心袁弘扬真抓实干尧务求实效之
风袁以闻鸡起舞尧只争朝夕奋斗姿态袁
努力再创新时代野第一等工作冶袁创造
无愧于党和人民尧 无愧于革命先烈的
新业绩遥

新长征路上袁重整行装再出发袁努
力做到让昨天光荣的今天更光荣袁让
过去先进的现在更先进遥

明嘉靖时期的叶赣州志曳关于瑞金
有一段话院绵水北来袁绕城而南下遥山围
四固之险袁水横玉带之清曰地偏俗朴袁多
出武夫劲卒遥居民伉健袁嗜勇好斗遥时会
昌多山匪袁四邻皆为之祸袁此地独善遥瑞
金人民质朴英勇尧敢于斗争牺牲的特质
古已有之遥 在中央苏区时期袁这种精神
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院尽管内部生活艰
苦袁外有危险重重袁这个时期的瑞金却
处处都是送儿参军尧 送郎参军的场景袁
更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八子参军的悲壮
故事遥

作为瑞金经开区班子一员袁 承接
一方经济发展重任袁 我们有责任赓续
弘扬好这种无私担当的精神袁 用扎实
的作风袁 有力的作为推动红色热土焕
发七彩新颜袁 更有义务带领这片红色
土地上的人民兴旺富裕袁 与全国人民
一道实现共奔小康遥 忠琼书记来瑞金
调研时对我们瑞金经开区的工作也作
出具体要求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努力
改变落后面貌袁实现三年翻番遥围绕这
个野三年翻番冶的目标袁我将勇挑重担尧
苦干实干袁 抓好分管的经开区各项工
作遥

一尧全方位增资融资袁高标准推进
建设遥 进一步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公
司袁创新建设运营模式袁积极筹措建设

资金袁常态化对接赣州发投尧国投等及
各金融机构袁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遥 加
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袁坚持高标准大力
推进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遥

二尧精细化服务企业袁持续发力招
大引强遥 加大对存量企业的服务力度袁
做到野一企一策冶精准服务遥加大龙头骨
干企业政策扶持袁力争培育形成一家产
值超 50 亿元的企业遥 出台发展提升奖
励政策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袁支持
企业开展产学研用合作遥强化签约项目
跟踪服务袁落实专人负责袁做到签约即
落地尧落地即开工尧开工不停工遥持续发
力袁积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袁瞄准
国内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尧世界 500 强企
业及其配套企业袁集中力量引进在产业
链构建中起关键作用的旗舰型企业和
重大项目遥

三尧聚全力争先进位袁再强化合作
共建遥继续对标对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
考评各项指标袁以问题为导向袁提前谋
划袁补短板尧强弱项袁凝心聚力抓落实袁
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国家尧省尧市相关部
门的沟通衔接袁力争今年的综合考评再
上新台阶袁实现进位赶超遥 继续强化与
相关园区的沟通对接袁强化结对共建工
作落实袁探索野飞地冶园区合作模式袁推
动园区合作共建遥

继承好传统 奋斗新征程
阴瑞金经开区党工委委员尧管委会副主任 邓文英

辨证看待历史 坚定发展信心
阴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 郭德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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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地遥 1931 年 11 月 7 日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袁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
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袁苏区精神尧长征精神在这里
代代相传遥

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袁 江西省瑞金
市发扬野坚定信念尧求真务实尧一心为民尧清正廉洁尧艰
苦奋斗尧争创一流尧无私奉献冶的苏区精神袁打造浸润红
色基因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袁 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
契机袁结合丰富红色资源大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袁以苏
区精神引领市域治理袁 为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创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遥

坚定信念袁坚持政治引领聚合力遥 坚持党的领导袁
是稳固中央苏区政权的政治基石袁苏区时期袁从党内到
民间袁党建贯穿了各阶层尧各领域遥 当下袁瑞金市坚持发
扬党建引领优良传统袁凝聚共治合力遥 在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袁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袁坚定党
员群众理性信念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遥 叶坪乡黄沙
村建立了党小组引领户主会尧理事会尧监事会的野一组
三会冶社会治理模式袁按照野党小组提出议案要户主会
民主决策要理事会组织实施要监事会全程监督要公布
落实情况冶5 个程序运行袁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尧公开公正
执行尧阳光透明运行袁有效保障群众的参与权尧决策权尧
知情权遥 黄沙村华屋组党小组运用这一模式袁汇集资源
力量袁短时间内解决了水渠尧水泥路尧饮水设施建设问
题袁有效推动村组各项事业发展遥 红都大道社区袁党员
志愿者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综治网格化管理服务
相结合袁组建女子平安服务队尧法援服务队尧心理咨询
服务队三支队伍袁妇女党员帮扶关爱留守妇女儿童尧懂
法律的党员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尧 擅长心理调适
的党员对有需求人员心理疏导遥

一心为民袁化解矛盾纠纷创平安遥 苏区时期袁工农
红军为民解忧袁为沙洲坝群众挖红井就是典型的事例遥
瑞金市以民为本袁坚持发展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袁着力打
造市级统筹指导尧乡镇重点调解尧村居常态调解的分级
调解体系袁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袁助推瑞金市平
安乡村建设迈上新台阶遥 云石山乡建立 野两所一庭一
队+乡贤律师顾问团冶矛盾纠纷化解模式袁由乡司法所尧
派出所尧派出法庭尧交警中队和乡贤律师及法律工作者

组建专业矛调团队遥 本地乡贤律师及法律工作者袁名望
高尧号召力强袁法律信息来源广尧调处方法有效果袁熟悉
村情并受群众信任遥 纠纷出现后袁先由网格员或乡村干
部调解袁调解不成的袁再由乡综治中心召集信访纠纷化
解联席会议袁 研判分析袁 根据信访案件及矛盾纠纷类
型袁选择人员参与案件遥 同时袁借助综治视频联网平台尧
微信视频等袁邀请顾问团成员袁以远程视频方式袁点对
点开展信访纠纷化解工作遥2020 年袁该顾问团参与化解
重大矛盾纠纷 10 余起遥 大柏地乡的巾帼力量尧日东乡
的民情顾问团尧万田乡的退伍军人矛调队等组织袁也逐
步成为当地息访止纷的重要力量遥

清正廉洁袁强化法治保障促服务遥 苏区时期成立工
农检委会袁 审理苏区反腐第一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开
端遥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的顽
瘴痼疾袁与苏区时期依法治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遥 该
市坚持野谁执法谁普法冶原则袁压实政法部门责任袁创新
宣传方式袁提升法律服务水平遥 各乡镇尧政法各部门从
政策解读尧法律阐释尧部门职能介绍多角度入手袁结合
法治进校园尧进圩场尧进家庭野三进冶举措常态化开展宣
传袁全面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能力遥 另一方面袁招录乡
镇专职调解员尧实施农村野法律明白人冶工程袁提升法律
服务质效遥 2020 年招聘 34 名专职调解员袁成功调处各
类纠纷 1104 起遥 谢坊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被司法部评为野大排查尧早调解尧护
稳定尧 迎国庆冶 专项活动表现突出集
体遥

争创一流袁育强队伍力量提水平遥
苏区时期袁形成了军帮民尧民拥军的良
好局面遥 如今袁瑞金市抓住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契机袁聚焦三个环节袁全面正风
肃纪尧反腐强警袁执法司法公信力进一
步提升遥 同时袁不断壮大平安志愿者队
伍袁积极开展志愿行动遥 全市目前已成
立 30 多支队伍袁总人数达 1.4 万余人遥
象湖镇金星村志愿服务队 2020 年开
展治安巡逻 200 余次尧 铁路护路巡防
100 余次尧排查并整治安全隐患 19 起尧
扑灭山火 3 次尧 劝阻青少年危险水域
戏水行为 20 余人次袁开展综治宣传活

动 30 余次尧发放资料 5000 余份袁参与调解纠纷 32 起尧
调解成功 32 起遥 近年来袁全市刑事发案数逐年下降袁社
会治安水平逐年提升袁离不开政法尧综治队伍的卓越奉
献袁干群携手袁共同维护和谐稳定遥2020 年袁该市公众安
全感和政法满意度连续三年大幅提升袁 四项指标从全
省后列迈入了第一方阵遥

无私奉献袁夯实自治根基激活力遥 基层群众自治是
我国特有的社会治理方式遥 苏维埃政府调动群众袁打土
豪分田地袁就是村民自治的开始遥 现如今袁瑞金市着力
引导建立健全村渊居冤民会议尧村渊居冤民代表会议尧村
渊居冤民议事会尧理事会等议事协商载体袁发扬民主协
商尧民主决策制度袁大批群众无私奉献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遥 沙洲坝镇洁源村招募退休干部尧军人尧模范尧教师尧
专家组建的洁源野五老冶志愿者队伍袁离职不离岗袁用丰
富的工作经验尧生活智慧尧处世哲学袁服务基层人才培
养和社会稳定遥 壬田镇选聘 19 名公道正派尧热心公益
的野五老冶袁组建野夕阳红冶服务团袁他们脚踏自行车袁深
入田间地头宣讲说教尧化解纠纷袁被称为野骑行天团冶遥
先后推动该镇 206 国道十几户拆迁户签订拆迁协议袁
调解大小矛盾纠纷 390 余起尧 协调解决群众诉求 210
余件袁 全镇呈现出平安和谐尧 活跃有序的良好自治局
面遥

瑞金院

弘扬苏区精神，打造浸润红色基因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阴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 宋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