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吴志锋冤目前袁
我市野好客山里郎冶农特产品已在
中国银行旗下野公益中国冶商城销
售袁涵盖了各类优质山货尧新鲜水
果及其他特产等袁系我市入驻的唯
一一家企业遥

此前袁6 月底袁中国银行总行
代表前往好客山里郎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袁 考察了公司产品尧公
司员工 尧 仓储环境等多方面情
况 袁 最终通过了该公司入驻申
请遥 据了解袁野公益中国冶商城是

由中国银行发起尧联合各央企国
企及部委组织等精准扶贫的平
台袁以野互联网+公益冶的方式助
力农特产品销售袁将消费行为转
化为公益行为袁帮助更多群众脱
贫致富遥 爱心人士可以通过购买
农产品 尧参加志愿者活动 尧捐赠
个人物资或虚拟资源等方式进
行公益活动遥 作为回报袁他们凭
借公益记录袁可以在购买其他商
品时享受优惠的价格遥

野公益是一种力量袁 更是一种

信念遥我们好客山里郎不仅直接参
与公益活动袁更以电商优势助力群
众致富遥冶该公司负责人张平表示遥
例如今年端午佳节前后袁该公司前
往泽覃乡泽覃村慰问困难群众袁送
去社会温暖遥 据悉袁野好客山里郎冶
公司创建于 2010 年袁集蜂产品垣农
产品资源开发研究尧养殖尧加工尧生
产尧销售为一体袁建立了中华蜜蜂尧
竹荪尧香菇尧竹笋等种养基地袁是瑞
金市蜂产业重要推动者和县域电
商综合服务商遥

姻2021 年 7月 19 日 星期一 姻一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姻二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要 闻02

7 月 14 日袁市人武部在博物馆广场开展征兵宣传咨询
活动袁通过悬挂横幅尧摆设展板尧发放宣传资料尧现场咨询
讲解等方式袁向群众宣传征兵政策和征兵标准袁掀起关注
国防尧参军报国的热潮遥 市委常委尧市人武部部长谢正文袁
市人武部政委汪兴福参加活动遥 本报记者吴志锋摄

信仰的力量总能穿
越时空遥 在位于广西全
州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
江战役纪念馆袁野血战湘
江突重围冶 展陈记录着
红军当年的浴血奋战遥
野绝命后卫师冶师长陈树
湘身负重伤尧不幸被俘袁
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
处绞断肠子袁壮烈牺牲遥
湘江战役 87 年后袁习近
平总书记在油画 叶陈树
湘曳前凝视良久遥 重温那
段烽火岁月袁 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院野革命理
想高于天遥 正是因为红
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
革命军队袁 才能视死如
归尧 向死而生尧 一往无
前尧绝境重生冶遥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袁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信念袁 是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袁 是共产
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
精神支柱遥 当年袁为了寻
求革命真理袁 朱德毅然
抛弃高官厚禄袁 经周恩
来 介 绍加 入 中国 共 产
党遥1927 年袁在白色恐怖
之下袁 时任国民革命军
第 20 军军长的贺龙拒

绝了野金条银洋冶的拉拢袁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
党袁野我主意已定袁就是跟共产党走冶遥在百年奋斗征
程中袁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袁以恒心
守初心尧以生命赴使命袁坚定信仰而不被任何困难
压倒袁坚守信仰而始终保持乐观尧一往无前遥

理想信念之火袁 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
神力量遥 在革命尧建设尧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袁这样的
力量袁激励着野只要还有一口气袁就要将革命进行
到底冶的勇毅前行袁化作野宁肯少活二十年袁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冶的万丈豪情袁激发了野杀出一条血
路来冶的坚强意志袁涵养着最美逆行者野疫情不退
我不退冶的奉献精神噎噎一百年来袁理想信念如火
炬袁又如明灯袁引领我们党从小到大尧由弱到强袁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遥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袁一个政
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袁就会坚强有力袁无坚
不摧袁无往不胜袁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
奋起遥

对共产党人而言袁信仰如同北辰袁如同灯塔袁始
终为奋斗前行提供价值导航尧 思想引领和动力来
源遥 信仰不是空洞或抽象的袁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
基础曰信仰也不是遥远或虚无的袁而是与阶段任务
紧密相连遥 政治上的坚定尧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
理论上的坚定遥 一百年来袁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
实事求是相统一尧 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袁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袁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尧邓
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发展观袁产生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为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遥 今天袁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袁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遥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尧指导实
践尧推动工作袁我们定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袁不
断谱写新篇章尧创造新辉煌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注重思想建党尧 理论强
党袁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遥 冶补足精神
钙质袁才不会得软骨病曰坚定理想信念袁才能挺起
大党大国的脊梁遥 当前袁党史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
展袁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野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冶遥
站在野两个一百年冶的历史交汇点上袁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曙光在前袁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袁也面临着
严峻挑战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院野困难再大袁
想想红军长征袁想想湘江血战遥 冶越是接近奋斗目
标尧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袁就越是要坚定理想信念袁
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抱有必胜信念袁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袁 继续朝着既定奋斗目标奋勇
前进遥

在革命战争年代袁有人这样认识红军院红军为
什么打不散袁散了还会回来袁主要是共产党尧红军有
信仰袁甚至每一个兵袁都有信仰遥 信仰穿越百年袁延
伸到无限的未来袁 永远烛照着共产党人的奋斗之
路遥坚定信仰尧信念尧信心袁我们党将永葆青春活力袁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更多人间奇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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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黄中林 记者吴志
锋冤目前袁省政府决定袁授予瑞金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 12 个工业园区
野江西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
区冶称号遥

据了解袁瑞金经开区在和谐园
区建设中袁坚持以党建带工建尧以工
建促和谐袁多维度打造和谐园区典
范遥 该区深化重点行业和领域党工
联建力度袁不断扩大党工组织覆盖
面袁 目前符合建立工会的企业 201
家袁已建立工会企业 193 家袁建会率
达到 96%以上遥瑞金经开区将 40 余

名机关干部分派挂点联系园区所
有企业袁常态化入企听诉袁有效促进
园区和谐稳定遥 该区推进 野三师一
室冶渊即法律援助师尧 劳动关系协调
师尧 健康工程师尧 沙龙茶叙室冤建
设袁 自 2016 年以来共受理办结劳
资纠纷 243 起袁涉及企业 90 余家尧
职工 500 余名袁涉及工资和各类经
济补偿金尧 赔偿金 600 余万元袁成
为和谐园区的野稳压器冶遥 该区规范
员工入职管理袁园区企业职工签订
劳动合同率超过 98%曰建立业主和
职工集体协商制度袁 建立了图书

室尧棋牌室尧健身室等职工活动场
所袁 引领企业构建劳动和谐关系曰
该区先后举办各类安全应急救培
训 13 场次袁培训职工 668 人次曰先
后投入技能培训资金 5 万余元袁培
训职工 2300 余人次袁20 人在市级
以上劳动技能大赛中获奖曰此外袁该
园区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渊站冤 建设袁 组建 20 余支志愿服务
队袁深入开展理论宣讲尧企业帮扶尧
职工权益保障尧送戏入企尧环境综合
整治尧移风易俗尧员工关爱等志愿服
务活动袁得到职工群众一致好评遥

党建带工建 工建促和谐
瑞金经开区被授予野江西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冶称号

好客山里郎入驻“公益中国”
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