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2021 年首届野中国农民丰收节冶暨消费扶贫产品
展销会上袁来自全市 17 个乡镇的名优土特产尧小吃袁消
费帮扶经营主体及其他县市参展商的展品琳琅满目袁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一饱眼福和口福遥 记者周建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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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 崔

晓燕冤10 月 23 日袁第五届野全国
原苏区振兴高峰论坛冶 进行主
旨报告 袁并设置 野苏 区 历史 冶
野苏区精神冶野苏区振兴冶三个
分会场袁 交流和研讨近年来
在 苏 区精 神 的研 究 成 果 尧全
国原苏区和其他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的创新经验和典型做
法袁 探索思考新时代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新办
法袁 为革命老区发展把脉问
诊尧建言献策遥

会上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
雄尧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
长匡胜尧 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叶苏区研究曳主编万振凡分
别以叶苏区发展院做好衔接 促
进高质量发展曳叶苏区全面振兴
必须昂起龙头曳叶大历史观视野
下的苏区史研究曳 为题作了主
旨报告遥 三个主旨报告思想站
位高尧立意新颖袁分析问题客观
深入袁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清
晰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尧针对性
和指导性遥

此次论坛共设三个分会
场袁按主题发言尧评述尧小结等
环节有序进行遥 大家分别围绕
野苏区历史冶野苏区精神冶野苏区
振兴冶三个主题积极发言袁结合
自身研究领域袁 汇报各自研究
成果袁深刻系统阐述各自观点袁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 钟士先冤10
月 22 日袁 市安委会召开 2021 年第
四次全体成员渊扩大冤会议袁贯彻落
实省尧赣州市安委会全体成员会议
暨全省渊赣州市冤安全防范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袁分析当前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袁安排部署下阶段安全
生产工作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尧市安
委会主任刘春林出席并讲话曰副市
长尧市安委会副主任李鑫袁市领导
罗林生尧汤晓斌尧谢江溪尧陈浦鸿尧
许建平尧黄发亮尧刘方淼出席会议遥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袁国家应急管
理部党委书记尧部长黄明讲话精神
和新叶安全生产法曳袁传达了省尧赣
州市有关会议精神遥 市应急管理
局尧住建局尧公安局交管大队尧消防
救援大队等 13 个安全专业委员会
主任及食安委办尧森林防灭火指挥
部办分别就各自领域工作进行了
汇报袁 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袁提
出解决思路遥 李鑫通报了今年安全
生产形势袁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安

全生产工作遥
就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袁刘春林强调院
要树牢安全理念遥 要始终牢记

野讲安全就是讲政治尧 保安全就是
保民生尧抓安全就是抓发展冶袁安全
生产是最大的民生袁是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基石袁事关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袁 一点一滴都不能放
过袁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遥 尽管今
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态势总体平
稳袁但疫情防控尧道路交通尧建筑工
地尧校园景区仍然存在较多安全风
险点袁各乡镇尧各单位要切实增强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遥

要聚焦隐患整改遥 持续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袁全力推动问
题隐患野清零冶遥 一是要聚焦疫情防
控袁始终绷紧防控之弦袁常态化落
实野三码联查冶袁强化重点人员尧重
点场所尧重大活动的管控袁全力推
进加强针的接种遥 二是要聚焦校园
安全袁坚决杜绝校园凌霸尧体罚暴

力尧食品安全等事件发生袁永葆校
园环境安全遥 三是要聚焦道路安
全袁 道路交通是安全事故的多发尧
频发尧重发领域袁必须下大力气重
拳整治遥 四是要聚焦建筑工程领
域袁住建尧工信尧商务尧经开区尧业主
单位等务必加强对工程建设监管袁
严格执法检查尧严肃追责问责遥 五
是要聚焦野外用火袁各景区必须加
强安全教育管理袁 形成常态化制
度曰各乡镇要从严从速管控好野外
用火袁 努力做到野外用火零发生遥
六是要聚焦消防领域袁深入开展消
防知识野七进冶活动袁全面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的消防知识和防患能力曰
加强消防应急演练袁提高处置能力
和效率遥

要狠抓责任落实遥 安全生产责
任重于泰山袁 容不得丝毫讨价还
价袁必须不折不扣落实领导责任条
块责任企业责任遥 责任落实不到位
等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袁按照野四
不放过冶原则袁依法严厉追究有关
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责任遥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冤10 月 22
日袁 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彩球飞舞尧
鼓乐喧天袁我市 2021 年首届野中国农
民丰收节冶暨消费扶贫产品展销会在
这里隆重举行遥 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宣
布开幕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温家振
致辞遥

金秋飒爽袁时和年丰遥 随着开场
音乐响起袁上午九时整袁象征丰收尧充
满喜庆的各类文艺节目表演一个接
一个袁好不热闹袁大家齐聚一堂袁共庆

丰收尧分享喜悦遥
场外虽然冷风呼啸袁 场内却暖

意融融袁欢声笑语遥 台上演职人员
面带笑容袁舞得起劲尧舞得高兴尧舞
得热闹 曰台下观众看得欢喜 尧看得
快乐 尧看得过瘾 袁好一派祥和喜庆
景象遥

开幕仪式后袁领导和嘉宾还参观
了丰收农产品展示遥 在会场周边农
产品展示台上袁 各类土特产品尧小
吃等堆得满满当当袁客人们时而这

个展台瞅瞅袁 时而那个展台看看袁
买得欢喜尧吃得乐呵尧玩得开心遥

据悉袁此次参展对象有来自全市
17 个乡镇的名优土特产产品尧 小吃袁
消费帮扶经营主体及其他县市参展
商袁 活动时间为 22 日至 26 日遥 市委
办尧政府办尧宣传部尧供销联社尧农业
农村局尧乡村振兴局尧财政局尧商务
局尧总工会尧卫健委尧城管局尧融媒体
中心尧公安局及各乡镇等单位部门负
责人参加了活动遥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学习贯彻赣州市
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市级集中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渊记者谢芳玉 刘黎明冤10 月 22 日袁学
习贯彻赣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市级集中宣讲报
告会在赣州举行遥 市政协主席刘红敏袁市领导蒋小
英尧刘志斌尧赖毅宇尧黄艳尧刘方淼尧章芸尧温雪岩尧温
朝晖尧朱敏等在瑞金分会场收听收看遥

会上袁9 名同志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赣州市第六
次党代会精神袁分别作总体宣讲解读袁宣讲解读工
业倍增升级行动尧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尧深化改革开
放行动尧乡村全面振兴行动尧城市能级提升行动尧美
丽赣州建设行动尧提高民生品质行动尧党建质量过
硬行动等遥

会议强调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学习贯彻赣
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引向深入袁 广泛开展进机
关尧进学校尧进企业尧进社区尧进农村野五进冶宣讲袁
讲好赣州示范尧赣州经验尧赣州故事遥 对赣州市第
六次党代会提出实施野三大战略尧八大行动冶的重
要任务袁要逐个谋划尧逐条研究尧逐项落实袁把赣州
市第六次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袁
解放思想尧牢记嘱托袁奋力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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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委会召开 2021 年第四次全体成员渊扩大冤会议

聚焦隐患整改 狠抓责任落实
刘春林出席并讲话

全市乡镇政法综治
干部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渊记者朱旺冤10 月 21 日袁全市
乡镇政法综治干部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袁
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涂佐明出席并讲话遥

会议指出袁加强乡镇政法综治干部培
训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
想的重要举措遥 大家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袁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曰不断提升
协调协作尧发现问题尧调处化解纠纷尧应急
处置能力曰选好人才袁建好队伍曰紧盯业
务袁抓好每年度各阶段工作重点曰严守纪
律袁坚守法律底线遥 不断创新政法综治工
作袁充分发挥野刀把子冶作用袁为我市社会
平安和谐贡献力量遥

据悉袁本次培训为期 2 天袁内容主要
为法律法规尧日常业务和工作技巧遥 全市
各乡镇政法委员尧 综治干部等 40 余人参
加培训遥

我市举行 2021年首届野中国农民丰收节冶暨消费扶贫产品展销会

共庆丰收 分享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