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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 野两会 冶召开

在即袁连日来袁赣州市人
大代表尧云石山乡党委书
记书记邵麒走村串户袁征
求民意尧集中民智袁就乡
村振兴发展等工作积极
展开调研袁准备在赣州市
野两会冶建有用之言尧纳务
实之策遥

野伯卿袁马上赣州市人
大会要召开袁 我作为赣州
市人大代表马上要参加
会议袁 你这个村里面有没
有什么意见尧建议袁到时候
我们带上去反映的钥 冶 野书
记袁 我们就是希望人大召
开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村
集体收益尧 包括乡村振兴
这一块多支持遥 冶 这是赣
州市人大代表尧 瑞金市云
石山乡党委书记书记邵
麒深入村组调研走访袁征
求广大群建议袁听民声尧集
民智尧解民忧袁面对面征求
民意袁 为民履职工作的一
个场景遥 作为新当选的人
大代表袁邵麒认为袁没有调
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袁只
有把群众的心里声带到会
上袁 才是履行好人大代表
的职责遥

邵麒表示袁 作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袁我
将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袁加强调研把老百姓
的心声袁 把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实践带上来袁
提出更多高质量的意见尧建议袁结合乡村实
际抓好工作落实袁 为乡村振兴贡献代表力
量遥

作为来自乡镇的基层代表袁邵麒长期工作
在乡镇农村一线遥 这几天袁他走村串户袁进车
间访基地袁多方了解当地各项产业发展情况袁
询问产业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遥 希望尽量把
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带到人大会上遥 通过走访
调查袁 他认为乡村振兴发展关键在乡村产业
的振兴发展袁 而产业的发展还在于人才的支
撑遥

野乡村振兴重点是产业袁关键是人才遥 当
前袁 农村急需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尧 村庄规
划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人才遥 这次人大会袁我
希望能更加关注农村人才的引进和外出创业
人员的回流袁实现以人才振兴推动产业振兴袁
最终实现乡村振兴遥 同时袁建议政府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袁 创新乡村联建统营作为新的发展
模式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遥 冶邵麒对记者
说遥

云石山院

做实新冠疫苗
加强针接种工作

本报讯 渊朱娟 记者刘辉 谢芳玉 冤10
月 17 日起袁 我市启动第 3 针新冠疫苗加
强针接种工作遥 云石山乡积极响应袁立即
推进加强针接种工作袁筑牢免疫屏障遥

10 月 19 日袁 记者在云石山乡中心卫生
院新冠疫苗接种点看到袁符合接种条件的人
员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袁 耐心有序地排队袁
按照接种流程填写知情同意书尧 登记信息尧
接种尧留观袁整个接种流程规范尧有序袁不到
半个时袁 前来接种的 30 多名人员全部接种
完成遥

目前袁 该乡医务人员还有乡村医生都已
经全面完成了接种工作遥 下一步工作将会继
续为公安部门及各驻乡单位重点场所工作人
员完成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遥

本报讯 渊记者邹仕山冤为
让党的最新理论在基层生根发
芽袁连日来袁我市组织市委宣讲
团前往各乡镇单位袁 宣讲习总
书记野七一冶讲话精神袁以及赣
州市第六次党代会尧 瑞金市第
七次党代会精神遥

近日袁市委宣讲团成员苏
春生前往万田乡尧 云山乡宣
讲袁苏春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 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
意义尧深刻内涵尧实践要求三
个方面袁对习近平总书记野七

一冶重要讲话精神作了系统宣
讲遥 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
赣州市提出的野三大战略冶野八
大行动冶以及瑞金市提出野四
个中心冶进行了解读袁让干部
职工深受鼓舞袁充满干劲遥 大
家表示要结合自身工作袁为瑞
金市打造野四个中心冶而不懈
努力遥

云石山乡将充分利用好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平台袁充
分利用党建宣传员这只队伍袁
把习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赣州市尧瑞金市党代
会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袁让党
的最新理论政策在群众中落
地生根尧开花结果遥 万田乡板
仓村支部书记袁金长说袁听了
这个宣讲报告之后我更加深
刻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
一冶讲话精神和赣州市以及瑞
金市党代会相关精神袁作为一
名村党总支书记袁要把此次报
告会精神学习好尧 宣传好尧落
实好袁结合本村实际袁推动好
乡村振兴工作遥

本报讯 渊记者朱旺冤10 月
19 日袁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
团深入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 重要讲
话尧赣州市第六次党代会尧瑞金市
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遥

宣讲团成员罗春花就习近
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尧赣州
市和我市党代会精神进行了深

入剖析和解读袁号召广大干部要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
重要讲话的实践要求袁纵深推进
赣州市第六次党代会尧瑞金市第
七次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袁努力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本职工作的
实际行动袁切实推进我市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遥

市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

杨瑞平对记者说袁通过学习本次
宣讲报告袁我更加明确了今后的
工作方向袁作为一名来自农业农
村战线的技术干部袁在今后的工
作中袁 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尧更
加饱满的状态尧 更加昂扬的斗
志尧更加务实的作风袁充分发挥
自身专业特长袁投入到乡村振兴
工作中遥

本报讯 渊刘玉其 记者邓浩亭冤
为全面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工作袁更
好地实现野教育一个孩子袁带动一个
家庭袁影响整个社会冶的目的袁近日袁
瑞金市消防救援大队邀请城区部分
公办幼儿园的小朋友及老师尧 家长
走进消防营区进行参观体验袁 让小
朋友与消防员叔叔进行一次野零冶距
离的接触遥

野消防 车 都 有 哪 些 主 要 的 功
能尧 每辆车都配备了哪些消防器

材尧 车辆特定功能和设备如何操
作钥 冶 在消防员的生动讲解下袁原
本枯燥的消防知识瞬间吸引了小
朋友们的注意力遥 在讲解过程中袁
消 防 员 还 引 导 萌 娃 们 进 入 消 防
车袁 让他们切身体验作为一个消
防员的乐趣遥 来到消防员的宿舍袁
消防员向小朋友们现场演示了将
被褥叠成 野豆腐块 冶的方法 袁引发
了小朋友们的阵阵惊呼遥 在操场袁
消防员向小朋友们介绍了抢险救

援服尧 灭火防护服尧 化学防护服尧
破拆器材尧绝缘剪尧机动链锯等装
备的使用场所及用途袁 并在讲解
中邀请小朋友体验服装穿戴和消
防器材使用遥

在这次活动中袁 小朋友们通过
看一看尧听一听尧摸一摸袁更真切尧更
全面地了解了消防器材袁 掌握了基
本的消防安全常识袁 增强了消防安
全意识袁 切实达到了消防安全从小
抓起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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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特长服务群众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10 月 15 日 袁
万田乡在中心小
学举行全乡星级
红色小导游评选
活动遥 参赛小导游
们声情并茂地讲
解了叶两个小木箱
的故事曳叶钟国海
倾家荡产救红军曳
等发生在万田的
红色故事袁进一步
激发了孩子们敬
党爱党的热情遥

陈欢 摄

消防救援大队院

开放消防站邀请萌娃来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