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
下午袁 中国共
产党瑞金市第
七次代表大会
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袁 胜利闭
幕遥 图为代表
们满怀信心走
出会场遥

记者朱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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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瑞金袁天高云淡尧风

清日朗遥8 月 30 日下午袁承载着
全 市 人 民 希 望 和 梦 想 的 盛
会要要要中国共产党瑞金市第七
次代表大会袁 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袁胜利闭幕遥 从这一刻起袁瑞
金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的新
征程壮丽开启遥

这次大会袁是在野两个一百
年冶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重要
节点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辉煌时刻袁 在全面开启
野十四五冶崭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大会期
间袁 与会代表牢记党和人民的
嘱托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尧强烈
的使命担当袁认真聆听尧积极审
议报告袁充分行使民主权利袁出
色完成了各项任务袁 共同描绘
了瑞金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袁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
委领导集体遥

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 在省委和赣
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袁 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袁不忘初心尧砥砺前行袁为实现市第七次党代会
描绘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浴 冶大会闭幕式上袁市委
书记吴建平发出了奋进新征程尧实现新跨越的野动员
令冶袁铿锵有力的话语袁久久在会场回荡袁亦回荡在代
表们心间遥

肩负使命而来袁携带蓝图而归遥阔步走出闭幕会
场袁代表们个个意气风发袁心潮澎湃袁眉宇间写满收
获袁心头聚满力量遥 他们纷纷表示袁这次大会开得圆
满成功袁党心与民心相连袁信念与激情同行袁总结成
绩实事求是袁擘画蓝图精准有力袁开启了瑞金发展的
崭新篇章遥

来自丁陂乡的钟秀波代表袁 难抑激动心情遥 他
说袁大会报告引领航向尧立意高远尧开拓进取尧凝心聚
力袁 是指导瑞金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遥 他表
示袁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尧更加昂扬的斗志尧更加踏
实的作风袁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和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浴

来自云石山乡的邵麒代表说院野报告非常精彩袁
是一个求真务实尧开拓创新的报告袁目标定位非常切
合实际遥 回去以后袁要开展专题学习袁深刻领会党代
会精神实质袁把握核心要义曰开展多样性宣传袁把党
代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袁 把全乡党员干部群众
的思想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遥 冶邵麒表示袁在
下一步工作中袁将结合乡镇实际袁对云石山乡发展思
路尧奋斗目标再优化尧再定位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
具体工作举措袁 实现与全市发展同频共振尧 同向发
力袁为打造野四个中心冶贡献云石山力量遥

野这次市党代会立足新发展阶段袁贯彻新发展理
念袁构建新发展格局袁全面开启了瑞金建设现代化次
中心城市的新征程袁 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提供了遵
循尧指明了方向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袁武阳镇将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袁发扬好传统袁展现新作为袁不断
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袁为加快融入全市耶四个
中心爷发展大局尧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耶模范武阳爷而
不懈努力奋斗遥 冶来自武阳镇的杨明代表说道遥

来自叶坪镇的王林代表则表示袁 将不折不扣贯
彻好尧落实好此次党代会精神袁聚焦野三大战略冶野六
大主攻方向冶袁保持越战越勇的精神状态袁增强攻坚
克难的信心决心袁保持一心为民的初心恒心袁汇聚干
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袁为打造野四个中心冶作出叶坪应
有的贡献袁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遥

野大会提出打造体教康养中心袁 打响医疗服务品
牌袁鼓舞人心尧催人奋进浴 冶来自医疗卫生战线的翁小丽
代表袁对未来无限憧憬遥她表示袁回去后要进一步领悟好
大会精神袁树立增强责任感尧使命感袁作示范尧当标兵袁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袁持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尧改进医
疗服务作风袁为我市打造体教康养中心助力加油遥

蓝图谋定好出发袁奋进跨越正当时遥迎着灿烂的
阳光袁在鲜艳的党旗指引下袁代表们纷纷踏上归程袁
投身各条战线各个领域袁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浴

本报讯 渊实习生钟雅薇 记者
刘芬 钟士先冤8 月 30 日下午袁中
共瑞金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遥会议由中共
瑞金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确
定的召集人李伟明主持遥 市委常
委尧组织部长刘新远出席遥

会议应到纪委委员 27 名袁实
到 27 名袁符合有关规定遥

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刘新远对
新一届市纪委常委尧书记尧副书记
候选人建议名单作情况说明遥会议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袁差额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市纪委常委李伟明尧曾
建军尧朱晓宇尧钟胜平尧杨旭升尧朱
福平尧陈金山尧曾睿尧杨文强遥 等额
选举产生了中共瑞金市纪委书记
李伟明袁副书记曾建军尧朱晓宇尧钟
胜平遥

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伟明
在会上对大家提出四点要求遥

要要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袁带头

践行野两个维护冶遥纪检监察机关是
政治机关袁 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
求袁讲忠诚是最根本的灵魂遥 作为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机构袁
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树牢野四
个意识冶袁提高政治站位袁自觉扛
起野两个维护冶的特殊使命和重大
责任袁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袁 做到对党绝对
忠诚遥

要要要要勇于担当善作为袁坚定
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遥作为刚刚当
选的新一届市纪委委员袁要把这当
成组织的信任和重托袁要在其位谋
其政袁把担当尽责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袁牢牢把握监督第一职责尧基本
职责袁积极探索纪律监督尧监察监
督尧派驻监督尧巡察监督有效工作
机制袁扎牢制度的笼子遥

要要要要增强协作促团结袁在凝

心聚力上展现良好形象遥作为新一
届市纪委委员袁 要坚持讲党性尧顾
大局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思想袁自
觉维护班子团结遥 要有野出于公心
干事尧为了团结尽力冶的胸怀袁注重
养成以诚待人尧以德取信的良好习
惯袁一切以大局为重尧以事业为重袁
真正在思想上坦诚相待袁感情上充
分尊重袁工作上协调一致遥

要要要要严于律己做表率袁永葆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遥 要率先把纪
律和规矩在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立
起来尧严起来尧执行到位袁带头秉公
执纪执法尧清正廉洁袁要求别人做
到的袁自己要首先做到袁要求别人
不做的袁自己坚决不做袁自觉做遵
守纪律的标杆遥 要自觉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袁正确对
待手中的权力袁坚守廉洁从政的底
线袁 决不逾越党纪法规的红线袁始
终做到谨慎用权尧廉洁用权尧为民
用权遥

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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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步新征程袁扬帆再启航遥 承
载着全市人民殷切期望和社会各
界广泛瞩目的市第七次党代会袁在
全体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袁圆满完
成了各项议程和任务袁 胜利闭幕遥
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浴

这次大会袁是在全市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重
要讲话精神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袁开局起步野十四五冶规划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遥 大会期
间袁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袁
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
神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使
命感袁 忠实履行党代表的神圣职
责袁审议通过了中共瑞金市第六届
委员会报告尧中共瑞金市第六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袁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市委尧市纪委领导班子和
我市出席赣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
代表遥 这是一次谋划发展尧继往开
来的大会袁是一次求真务实尧凝聚
共识的大会袁 是一次心齐气顺尧团
结奋进的大会袁必将对瑞金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遥

蓝图鼓舞人心尧 征程催人奋

进遥 这次大会确立的聚焦野三大战
略冶野六大主攻方向冶袁努力打造野四
个中心冶袁 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
城市的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袁充分
体现党中央尧省尧赣州市要求袁切合
瑞金实际袁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的
智慧结晶袁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
愿望袁是指导全市未来五年乃至更
长一个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遥

腾飞必有凌云志袁实干怎敢负
青史遥 大会结束后袁摆在我们面前
的首要任务袁 就是学习宣传好尧贯
彻落实好大会精神遥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起
来袁以清醒的认识尧扎实的工作尧奋
发的姿态袁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宏伟
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遥

实干成就梦想袁 奋斗铸就辉
煌遥 要推动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
实袁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
七次党代会精神上来袁把智慧和力
量凝聚到全面落实市党代会目标
任务和重大举措上来袁 提高站位尧
提振精神尧理清思路尧转变作风袁以
野等不起尧慢不得尧坐不住冶的紧迫
感尧责任感袁以野起步就是冲刺袁开

局就是决战冶的奋斗姿态袁抓好开
局起步袁万众一心加油干袁汇聚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袁干出
新业绩尧拼出新气象尧实现新作为浴

关山万里袁前路犹长曰奋起扬
鞭袁正当其时遥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袁
瑞金各项事业发展掀开了崭新一
页遥 我们坚信袁在新一届市委的正
确领导下袁 在全市人民的齐心协
力尧顽强拼搏下袁这次党代会确定
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浴我们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以奋斗者的
姿态尧雄心和毅力袁攻坚克难尧拼搏
竞进袁以实干实政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袁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
现实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全镇各级党组织尧全体党员和广大人
民群众要团结一致袁开拓创新袁把握好乡村振兴的历
史机遇袁乘势而上袁紧抓机遇袁完整尧准确尧全面贯彻
乡村振兴发展理念袁奋发作为袁努力发展壮大乡镇各
项事业袁实现乡村振兴遥

吴建平要求袁党代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围绕
报告精神袁全面理解尧把握本次党代会的最新要求袁
结合本职工作袁仔细谋划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袁确保
本次会议精神得到高质量落地落实遥

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要要要 热烈祝贺市第七次党代会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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