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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史宣讲团院

分别在多个单位开展主题宣讲报告
本报讯
渊记者谢芳玉 刘黎
明冤连日来袁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团前往各乡镇尧单位袁为广大干
部职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
重要讲话精神尧 赣州市第六次党
代会和瑞金市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袁 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遥
在生态环境局尧应急管理局和
司法局宣讲会场袁市委党史宣讲团
成员何群雄从充分认识习近平总
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尧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重
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的实
践要求袁 推动赣州市第六次党代
会尧瑞金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落地
生根为主要分享内容袁为在场干部
职工作了一堂生动的宣讲报告遥 大

家一致认为袁聆听此次宣讲袁获益
匪浅袁深受鼓舞袁将会立足本职袁牢
记初心使命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次
中心城市贡献一份力量遥 市生态环
境局党支部副书记朱件生告诉记
者袁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
重要讲话和今天的专题宣讲袁我们
更加深刻理解伟大的建党精神袁更
加明确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初心
使命遥 今后袁我们将认真学理论尧抓
业务袁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推
瑞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袁为建设秀美瑞金不
懈努力遥
10 月 20 日袁 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团成员邹文芳先后来到谢
坊镇尧拔英乡袁做了题为叶赓续红色
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曳的宣讲报告袁
把学习理论同我市红色历史相结

合袁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和指导遥 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此次宣讲报告会思想深刻袁既有
理论的高度袁又有生动的案例遥 开
阔了视野尧提高了认识袁在下一步
的工作中袁 将在学懂弄通做实党
史理论上下功夫袁 进一步牢记初
心使命袁增强历史担当袁积极发挥
岗位职责袁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遥
野通过聆听邹老师的宣讲袁我
深受鼓舞袁 更加深刻理解了伟大
的建党精神袁 更加明确了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和初心使命袁 也让我
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
期待遥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袁
我 必 将 在乡 村 振 兴 中 担 当 作 为 袁
传承红色基因尧为民办实事袁把青
春和热血奉献给家乡遥 冶谢坊镇干
部杨雯靖说遥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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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院

帮扶义诊用真情
本报讯 渊谢理红 记者丁鑫朋冤为推进野我为群
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袁10 月 21 日上午袁市
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到结对帮扶点壬田镇横
坑村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义诊活动遥
当天袁 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来到壬田镇横坑村
村委会袁仔细地为闻讯前来的村民们进行测量血压尧
血糖尧心肺听诊尧彩超检查尧健康指导尧中医针灸诊疗
等袁亲切地与他们交流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袁
耐心细致地检查尧分析病情袁讲解注意事项袁认真解
答村民们关于常见病尧 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后疑
难问题袁并针对村民的病情免费赠送相应的药品遥
义诊活动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肯定和好评遥 村民
杨连发说院野今天在这里得到了免费检查袁拿到了免
费药品袁很开心袁感谢妇幼保健院和医院医务人员袁
让我们不用跑到医院去检查袁方便了我们老百姓遥 冶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曾春兰告诉记者袁医院组织
多学科专家来到村里袁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袁让群众少跑腿袁医生多跑路遥 接
下来袁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袁积极开展义诊活动袁把更多优质的医疗
资源送到基层袁为全民健康贡献一份力量遥

我为群众办实事

第五届全国原苏区振兴
高峰论坛在瑞举行

近日袁2021 年赣州市社会心理服务建设试点工作暨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知识技能竞
赛在石城县圆满落幕遥 经过激烈尧紧张的比赛袁我市获得以下荣誉院 2021 年赣州市社会心理服务
建设试点工作暨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知识技能竞赛团队三等奖曰专题演讲比赛团队三等
奖曰技能竞赛渊理论+技能操作冤团队三等奖曰 行政人员演讲比赛二等奖曰精神科护士渊理论+技能
操作冤二等奖曰6尧精神科医生渊理论+技能操作冤三等奖遥
杨理 摄

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开端要要
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陈列曳展览在山东聊城开展

展现伟大历程 铭记辉煌成就

本报讯 渊记者邓浩亭冤为纪念
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
埃 共 和 国 成 立 90 周 年 袁10 月 20
日袁 由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精心策划的 叶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的伟大开端要要
要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史陈列曳 展览在山东聊城孔繁
森同志纪念馆开展遥
本次展览持续二个月袁采用野展

览+视频冶的模式举行袁当地市民或
游客在看完图文展览后袁 还可以观
看短片叶守护共和国摇篮曳袁从另外
一个视角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及其发展历程遥
据了解袁 该展览入选中央宣传
部尧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品展览袁为国家
文物局 2021 年度 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尧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
主题展览 20 个重点推介项目之一遥
展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脉络
为主线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
军民创建巩固革命根据地尧建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艰难
历程袁 以及进行治国安邦伟大实践袁
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尧土地革命和根据
地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遥

赓续法治红色血脉

渊上接第玉版冤 要紧扣红都 瑞 金
野红冶这个基因尧根基和属性袁使法
治建设有更多红的特色尧 红的经
验袁在创造中落实各项任务袁在创
造中体现瑞金法治建设的特点遥
10 月 22 日上午袁 调研组一行
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劳动感
化院旧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
法人民委员部旧址进行实地调研袁
并召开红色法治文化建设座谈研

讨会遥 张强指出袁江西是一片充满
红色记忆袁流淌红色基因的红土地遥
江西红色法治文化传承是一篇大
文章袁我们要保护好和传承好红色
法治资源袁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江
西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引领遥 张强
强调袁要赓续法治红色血脉袁加强对
井冈山斗争尧中央苏区尧闽浙赣时期
法治建设大事的红色专题研究袁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把红色基因

渗入血脉尧融入灵魂尧化为行动遥 要
坚守法治实践要求袁加大红色法治
建设规律性总结袁提炼对当代有指
导性的经验袁照亮前进的道路遥 要
夯实法治建设基础袁把开展红色法
治资源宣传与全民普法守法相结
合起来袁通过座谈研讨会尧宣传平
台尧出版史料等方式袁让更多人了解
红色法治袁努力营造尊崇法治尧厉行
法治尧共为法治的浓厚氛围遥

渊上接第一版冤今年叶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曳出台袁为赣州跨越式发展带
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遥 我们将认真运用好论坛
取得的宝贵成果袁 努力转化为推动赣南苏区振兴
发展的生动实践袁 全力谱写新时代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崭新篇章遥
专家刘靖北在致辞中说袁90 年前袁中国共产党
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袁 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尧求真务实尧一心为民尧清正
廉洁尧艰苦奋斗尧争创一流尧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
涵的苏区精神袁 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
内容袁为党的伟大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遥
今天袁 实现原苏区全面振兴发展仍然需要大力弘
扬苏区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遥
据悉袁全国原苏区振兴高峰论坛是以野苏区振
兴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遥 论坛积极落实党中
央尧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尧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部署和新要求袁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作用袁 建设原苏区以及
全国老区的经验交流尧信息共享尧团结协作尧共生
发展的全国性研究平台袁切实推进原苏区尧老区高
质量发展遥
10 月 23 日下午袁第五届野全国原苏区振兴高
峰论坛冶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顺利闭幕袁黄恩华
在发言时说袁 本次论坛为我们进行苏区研究怎样
凝练成共同的认识和方向提供了思想认识的基
础遥 我们要把苏区研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
时袁把野古今中外冶四个字嚼透袁将历史与现实进行
联系袁 将中国和外国进行对比袁 才能在党史视野
下袁把苏区研究变成我们立德树人袁培养一代代有
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青年人的学术支撑尧 学科支
撑尧理论支撑和话语体系尧学术体系尧学科体系遥

渊上接第 1 版冤易炼红还就推进野项目大会战冶
提出要求遥 他强调袁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 野项目为
王冶袁牢固树立野天天抓项目尧月月上项目尧年年成
项目冶的意识袁进一步在全省营造抓项目尧推项目尧
上项目尧争项目的浓厚氛围袁切实以野作示范尧勇争
先冶的气魄打好野项目大会战冶遥 要在项目推进上铆
足干劲袁在招大引强上主动出击袁在谋划储备上精
准有效袁在优化服务上持续发力遥
叶建春指出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着力增强加快
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要
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作为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抓手袁要咬定目标不放松袁以野项目大会战冶
的优异成绩为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增光添彩遥
会议表彰了 2020 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
考评先进单位遥 赣州市尧鹰潭市作了发言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