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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蕤在我市调研学生课间餐项目实施情况时要求

用心用情 做精做细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 钟士先冤10 月 21 日袁实事助学基金会
理事长朱蕤前往我市大柏地中心小学尧院溪小学袁调研指导学
生课间餐项目实施工作遥 市领导黄艳等陪同遥
当日上午袁朱蕤一行首先来到大柏地中心小学袁仔细查看
学校课间营养餐项目的配套设施袁 查阅营养餐领取记录等档
案资料袁详细询问营养餐的管理工作制度尧操作流程尧食品安
全尧储藏室建设等情况遥 用餐时间到了袁朱蕤来到教室看望学
生袁看到孩子们开心地吃着营养又卫生的牛奶尧鸡蛋尧面包袁非
常高兴袁对学校营养餐项目实施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 在院溪
小学袁朱蕤与师生们亲切交谈袁询问有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
难遥 当得知学校办公电脑还不够时袁欣然答应帮助解决遥
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袁 朱蕤认真听取有关方面的工作
开展情况尧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打算遥 朱蕤说袁食品安全关
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袁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课间餐项目实施
好袁用心用情做精做细每一个环节工作袁让孩子们吃得满意袁
让家长们安心放心袁把瑞金课间餐项目打造成样板工程遥 有关
监管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袁强化责任落实袁确保食品安全曰要
加强专项资金的跟踪落实袁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遥
座谈会上袁与会人员还就如何开展野科学助学冶活动进行
交流探讨遥
据悉袁近几年来袁实事助学基金会先后在全国多地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开展扶贫济困尧助学育人的公益活动袁让许多师生
受益遥2019 年秋季实事助学基金会课间营养餐项目开始在我市
大柏地中心小学尧院溪小学实施袁截至目前已经实施了三个学
年遥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供餐袁受益学生 344 名曰2020 年春季学
期袁因受疫情影响袁于 5 月 11 日起供餐袁受益学生 343 人曰2020
年秋季学期于 9 月 1 日起供餐袁受益学生 292 人遥 2020 年 4 月
18 日袁基金会还向学校捐赠了青蛙王子洗手液 15 箱遥 2021 年
春季学期于 3 月 1 日起供餐袁受益学生 291 人袁其中院中心小学
209 人袁院溪小学 82 人遥2021 年秋季学期于 9 月 1 日起供餐袁受
益学生 272 人袁其中院中心小学 196 人袁院溪小学 76 人遥
另据了解袁自实事助学基金会课间营养餐实施以来袁我市自
筹资金为院溪小学学前班幼儿也提供了同等标准的课间营养
餐遥 截至目前袁共实施资金 3.5 万元遥 截至目前袁我市共收到实事
助学基金会项目资金 45.756 万元袁已使用资金 36.5052 万元遥

银在乡村振兴中袁 大柏地乡紧
密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袁 倾力打造红
色文化浓厚尧环境优美尧生态宜居的
胜利小镇遥 该小镇以蚯蚓尧小龙虾尧
蔬菜等种养殖基地为产业依托袁以
红四军部署大柏地战斗干部会议旧
址尧 前村战斗遗址等革命遗迹为主
要看点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袁丰富
红色文化元素遥 图为胜利小镇一
角遥
记者钟剑灵摄

市工投公司院

帮助企业群众办实事 29 件
本报讯 渊温远 记者吴志锋冤今
年以来袁 市工投公司以 野学-思行-学冶为闭环袁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理
念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终袁发挥国
有企业的优势袁扎实推进野我为群
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不断解决群
众野急难愁盼冶问题遥
服务企业促融资有实效遥 该
公司高管都认领为群众办实事任
务袁深入到企业群众中袁解决企业
生 产 经 营 中 遇 到 的 困 难 问 题 袁帮
助同信公司尧 金拉铜箔公司等园
区企业对接银行袁争取资金支持袁
有效促进了企业经营健康发展遥
特别是积极帮助金拉铜箔公司融
资 1.5 亿元袁推进了公司二期技改

市政公司负责的
文化艺术中心剧院精
装修项目即将全面完
工并交付使用遥 该项目
总投资 1.2513 亿元袁主
要建设内容为院剧院升
降舞台安装尧舞台声光
电系统设备配置和配
套功能区精装修等工
程遥 内含一个 1200 座
的剧院和一个容纳 310
人的演艺厅袁能承办各
种大型会议和各类演
出遥 图为装修一新的剧
院内景遥
刘捷 谢大春 危永康摄

项目遥 在挂点村袁公司高管主动开
展走访调研袁发现问题袁建立问题
清单袁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袁每
周通报问题解决进展袁 进行提醒
督 办袁做 到 周 有 进 度尧月 有 成 果 袁
截至目前袁 帮助企业群众办理实
事好事 29 件遥
振兴乡村改善民生遥 该公司高
管带队前往一线摸清摸准实际情
况袁找准找实惠民利民发力点袁先后
帮助修复九堡镇桥头村被冲毁的水
渠袁解决农田灌溉问题曰组织人员清
理井中污垢及垃圾袁浇筑井护壁袁保
障群众饮水安全曰 扶持大柏地横江
村村级产业发展袁建立竹笋加工厂袁
培育村集体经济袁促进共同富裕曰组

织干部职工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
动袁整理孤寡老人家务尧打扫卫生袁
帮助群众种油菜尧摘板栗等遥
志愿服务暖人心遥 该公司还组
织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袁组织党
员干部前往沙洲坝敬老院袁为老人
送上了消暑物资袁帮忙打扫院内卫
生尧 清理杂草袁 陪老人们聊天尧梳
头尧讲笑话等曰组织党员干部清扫
经开区万田路袁持续巩固野两成同
创冶成果袁不断培养干部职工乐于
奉献尧服务为民的精神遥

我为群众办实事

以实际行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阴沈若冲

近日袁中办尧国办印发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袁擘画了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总体
目标尧提出了明确要求遥 从顶层设计和政策执行层
面进行系统谋划袁充分展现了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坚定决心袁充分彰显了以实际行动共建万物和谐
美丽家园的务实担当遥
当前袁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袁生物多样性
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
险遥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袁全人类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遥从我国发展实际来看袁中国已
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袁生
态文明建设具备更多条件袁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袁生
物多样性保护任重而道远遥 越是困难重重越需要携
手同行袁越是充满挑战越是要付诸行动遥在总结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的基础上袁 积极适应新形势新
要求袁及时出台叶意见曳袁不断加强和创新生物多样性
保护举措袁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袁可谓正当
其时尧意义深远袁必将凝聚起更大合力袁推动生物多
样性保护迈上新台阶尧取得新突破遥
叶意见曳 从 野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
规冶野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冶野构建完
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冶 等方面对进一步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了系统谋划袁 提出 野到
2035 年袁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尧法规尧制度尧标准和
监测体系全面完善袁形成统一有序的全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空间格局袁全国森林尧草原尧荒漠尧河湖尧湿
地尧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冶袁并对
森林覆盖率尧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尧湿地保护率等设
置了量化指标遥 既有立足长远的战略擘画袁又有着
眼现实的政策创新袁 既有科学有效的路径设计袁更
有坚强有力的保障举措袁可以说为我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描绘了总蓝图尧施工图尧路线图遥
人不负青山袁青山定不负人遥 生态文明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努力
的方向遥 把叶意见曳绘就的蓝图变成现实袁需要各级
完整尧准确尧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袁牢固树立尊重自
然尧顺应自然尧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袁强化责任
落实遥 一方面要在制度建设上出实招袁建立健全分
级落实尧上下联动尧各司其职尧协调一致的体制机
制袁有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遥 另一方面也要
在协同推进上下气力袁提高社会各界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自觉性和参与度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遥 坚持目标导向尧问题导向尧效
果导向相统一袁聚焦重点区域尧领域和关键问题袁久
久为功尧持续用力袁我们定能在一步一个脚印中努
力建设美丽中国尧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