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交通运输局将野我为群众
办实事冶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史
学习教育效果的野试金石冶袁近期
多措并举做好汛期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工作袁为农村运输和群众
出行护航遥

精心组织全力抢通
5 月 20 日上午 10 点袁 大柏

地乡乡道隘前要小岭路段两处
发生山体滑坡袁 滑坡量约 650 立
方米袁导致小岭村乡道被阻遥 市
交通运输局接到险情报告后袁立
即启动抢险应急预案袁迅速在道
路两侧及时设置警示标识标牌袁
对道路进行封闭管理袁在第一时
间与大柏地乡政府合作袁组织工
程人员 10 多人袁派出 2 台挖机尧2
台运输车尧1 台铲车赶赴现场实

施抢通袁消除安全隐患遥
据悉袁今年汛期出现的频繁

强降雨袁共造成我市农村公路山
体滑坡 13 处尧 上边坡塌方 8 处尧
路基塌方 3 处尧树木倒伏 4 处遥交
通运输局共出动人员 150 多人
次袁派出 11 台挖机尧8 辆运输车尧
3 台铲车袁累计投入修复资金 130
余万元遥

抓实科学防治措施
该局根据汛期安全工作防范

要求袁提前下发了叶关于切实做好
当前汛期交通运输安全防范工作
的通知曳袁组织精干力量袁围绕雨
季可能出现安全隐患袁 对全市农
村公路汛期安全隐患排查袁 从最
易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问题入
手袁 突出安全问题和防范关键性

环节遥 一是全面排查县道九堡至
塔下寺尧黄沙至湖陂长下坡尧雨季
易发生山体滑坡尧路基塌方尧路面
积水尧 湿滑路段袁 并进行风险评
估遥 二是查看辖区沿线道路标志尧
标线及防护设施是否存在模糊不
清及缺失尧损毁袁逐段逐个进行勘
察尧分析尧研判袁摸清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标志标线设置和安全防护
设施情况遥 三是仔细排查及时移
除或整改遮挡驾驶员视线的标
志尧标牌尧绿化植物等情况袁对每
一处细小隐患做到及时处理遥 四
是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路段袁 进行
逐一拍照登记建立台账袁 并根据
隐患类型袁提出整改措施袁并将隐
患排查清单上报相关部门袁 落实
整改袁确保安全隐患得到快速有
效排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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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袁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尧付出
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遥冶一百年来袁正是因为我们都
反复比过了尧试过了袁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得通尧走得对尧走得好袁我们才认定了这条道路袁认定
了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尧富强中国袁认定了这条
道路是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尧人间正道遥

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袁 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
易遥 站上新起点尧迈步新征程袁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袁要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袁就要有志不改尧道不变的坚定曰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既是我们必
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袁 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
证遥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袁还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尧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袁 抑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袁完
成新征程上的各项目标任务袁都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毫不动摇走下去遥

大道之行袁壮阔无垠遥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
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袁战胜了
一个个艰难险阻袁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遥今天袁走在大
路上的我们袁有着无比的自信袁沿着这条道路意气风发
继续前行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中国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
地尧56 个民族袁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钥 谁又能指手画脚
告诉我们该怎么办钥冶中国之事袁无论多难袁只能靠自己曰
中国之路袁看准了尧认定了袁就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遥 砥
砺奋进再向前袁敢问路在何方钥 路就在脚下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参加大会的正式
代表 693 名袁 候补代表 83 名袁
旁听代表 1500 名袁毛泽东为大
会致了开幕词遥 大会期间袁代
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中央执
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年来
的工作报告袁叶毛泽东选集曳第
一卷中 叶关心群众生活袁 注意
工 作 方 法 曳尧 叶 我 们 的 经 济 政
策曳 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个报
告中节录下来的袁 在这个报告
中袁 毛泽东同志也第一次提出
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冶 的重要
思想遥

2 月 3 日袁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袁毛泽东继续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袁人
民委员会由张闻天任主席遥 人民
委员会的组成部门在原有九部
一局的基础上袁增加了国民经济
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遥

野二苏冶大会结束后袁在大礼
堂还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遥 如
1934 年 2 月袁在这里召开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
会议袁会上袁首次提出野政治工作
是红军生命线冶的著名论断遥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长征

后袁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袁下令
拆除大礼堂袁大礼堂仅存残垣断
壁遥 1956 年袁我市按照礼堂原貌
对大礼堂进行修复袁1961 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遥

近年来袁特别是今年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袁大礼堂迎来了
一批又一批前来参观学习的学
员袁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袁感悟初心使命的
重要历史建筑袁 犹如一座灯塔袁
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忘
初心袁奋勇向前遥

“二苏大”在这里召开

近期袁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民警到农村中小学校尧 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
动遥民警们结合农村道路交通实际袁充分利用精心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尧短视频等资料袁生动
形象地向孩子们讲解交通法律法规和文明出行的重要性遥 图为近日民警在叶坪中心幼儿园
宣讲遥 郭东东 本报记者袁南军摄

阴刘 勇

又至一年汛期的关键时期袁几场强降雨过后袁万壑
归流袁江河湖塘的水位持续上涨遥以前每当这个时候袁大
水带来的不仅仅是水位的上涨袁 还有大量的漂浮垃圾遥
特别是一些河汊尧湖汊等缓流处袁聚集的漂浮垃圾都可
以用小岛来形容遥但这些年袁人们欣喜地发现袁大雨过后
水面漂浮的垃圾越来越少了遥特别是今年袁行船在赣江尧
鄱阳湖袁但见岸净河湖清袁让人看后十分舒心袁感佩于环
境整治带来的深刻变化遥

垃圾在水里袁根子在岸上遥 现在江河湖池的漂浮垃
圾大为减少袁是城乡环境整治效果的集中体现遥这些年袁
我们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袁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尧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行动袁许多脏尧乱尧差尧堵的现
象得到了有效治理袁 全省各地不但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袁
而且村街更整洁尧地面更干净尧空气更清新遥

城乡环境事关百姓幸福袁也是一个地方精气神的集
中体现遥我们要倍加珍惜当前的大好局面袁久久为功尧再
接再厉把城乡环境整治工作做得更好袁在全社会倡导爱
护环境的良好风尚袁让赣鄱大地处处整洁干净尧漂亮宜
居遥

要紧盯薄弱环节遥 当前袁城乡环境还存在不少薄弱
环节遥比如袁普遍存在城市中心城区好于县市尧农村好于
乡镇的现象袁特别是乡镇所在地尧城郊接合部尧城中村袁
以及一些无物业管理小区尧返迁安置小区尧农贸市场及
周边环境野脏乱差冶问题还比较突出遥 比如袁不少建筑屋
顶垃圾遍布尧有碍观瞻遥 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袁按照野精
心规划尧精致建设尧精细管理尧精美呈现冶的要求袁紧盯这
些薄弱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区域尧关键环节袁拿出务
实管用的措施狠抓整治袁常态长效长治遥

要加快补齐短板遥毋庸讳言袁垃圾尧污水处理等环卫
设施不足是我省城乡环境整治中的突出短板遥要加快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袁 全链条抓好垃圾分类投放尧 收集尧运
输尧处理各环节袁提升垃圾减量化尧资源化尧无害化处置
水平袁引导群众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袁让垃圾分类成为新
时尚遥 要加快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建设袁重点推进城镇
雨污分流和老旧污水管网改造袁 完善污水收集管网系
统袁推动城镇基本实现污水全收集尧全处理遥

城乡是大家的共同家园遥要广泛动员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袁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治共享袁倍加珍惜成果袁用
心呵护环境遥 要积极倡导尧大力推进绿色生态的生活方
式袁对于少数人的破坏行为袁要坚决制止尧曝光袁严防野破
窗效应冶发生遥

江西城乡环境越来越成为一张美丽的对外名片遥让
我们共同呵护尧 倍加珍惜袁 让这张名片越来越耀眼尧闪
光遥

倍加珍惜岸净河清的大好局面

冲锋在前 抢险救灾
要要要市交通运输局做好汛期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纪实

阴谢志明 本报记者崔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