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近日市口岸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对到发集装箱进行消杀尧查验遥 针对近期疫情严
峻形势袁该公司对瑞金国际陆港重点场所加强管控袁严格落实办公楼出入管理尧个人防
护尧测温扫码尧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袁做好办公场所消杀工作遥 同时加强铁路集装箱货场
疫情防控工作袁按照人物同防的要求袁做好到发集装箱查验尧消杀工作袁建立工作台账袁确
保来源可查尧去向可追遥 邱青山 摄

关爱老人
护眼爱眼

新时代文明实践护眼义诊活动在瑞林
镇敬老院举行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近日袁瑞金市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尧瑞林镇孝老敬老志愿服务队尧爱心商家星光眼镜店在
瑞林镇敬老院联合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护眼义诊活动袁并
为 64 名老人送去了老花眼镜遥

本次义诊活动主题为野关爱老人袁护眼爱眼冶遥 义诊过
程中袁耐心地回答老人咨询的各类问题袁详细地讲解了白
内障的成因尧症状尧治疗方法尧术后护理等知识袁提醒老人
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袁 防止眼睛受到外部刺
激袁预防白内障发生袁并向老人宣传合理的健康生活方式袁
并提醒大家如果不重视眼部健康袁往往会错过最佳治疗时
机遥

当天袁大家还载歌载舞袁为老人表演文艺节目袁现场充
满着欢声笑语遥

此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老人的爱眼尧护眼意识袁增强
了老年人对眼睛常见病的认识和保健技能袁让老年人感受
到社会的关爱遥 瑞金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袁将
继续有效整合社会服务资源袁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
风尚袁更好地关爱老年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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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方英雄的土地遥 当年只有 24 万人袁
却有 11 万人参军参战袁5 万多人为革命捐躯曰
认购战争公债 67.5 万元袁为红军征粮 24.8 万担
噎噎野红都冶瑞金用满腔热血铸就了苏区精神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全市人民继续弘扬苏区精神袁乘
风破浪尧奋勇前行袁探索出具有瑞金特色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道路袁 奋力书写山清水秀人民幸福
的美丽画卷遥

农民进城院
从村民到市民的转变

有这样一组数据院 瑞金市城区建成区面积
36.6 平方公里袁在赣州各县市中名列第一曰常住
人口 31.11 万人袁商品房小区 90 多个曰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51%袁绿化覆盖率 39.79%袁人均绿
地面积 13.21 平方米遥

2021 年 11 月 18 日袁市市场监管局局长梁
远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 这些枯燥的数据背
后袁 是全市人民投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辛勤汗
水和坚实脚印遥每天清晨袁一拨又一拨的农民工
迎着朝霞袁从周边乡镇向市区聚拢袁奔走在不同
的工地袁投身城市建设遥野这几年袁瑞金的城市发
展快袁变化大浴 冶家住九堡镇桥头村的村民钟小
军在瑞金城区从事建筑施工已有 10 多年了袁他
亲身见证了瑞金城区由小到大袁 从萧条到繁华
的变化过程遥

城区的东部袁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袁昔
日的荒芜之地变成了繁华的闹市区曰 城区的北
部袁体育中心与荣誉酒店尧星洲弯酒店尧财富广
场等建筑遥相呼应袁 构成了瑞金的标志性建筑
群遥置身荣誉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袁整个瑞金城

区尽收眼底遥瑞金火车站的扩建工程也已完成袁
并开通了瑞金至南昌尧北京等城市的高铁遥瑞金
机场也已经开工建设袁并将在近年内通航遥一座
大气滂沱的繁华都市正逐步呈现在人们眼前遥

市区面积在不断扩大袁人口也在不断增多遥
今年 78 岁的刘国庆是城区老市民袁在他的记忆
里袁 过去的瑞金城只有八一南路和红都大道两
条主干道袁从街头到街尾不足 500 米曰商业中心
仅限于廖屋坪尧粜米街尧烟叶街等地袁都是小街
小巷遥 建国初期袁 瑞金城区面积不到 5 平方公
里袁如今扩大了将近 10 倍遥 红都大道尧金都大
道尧瑞金大道三条主干道不断向东西两侧延伸袁
沿江路尧八一路尧龙珠路等六条主干道向北延伸
了数公里遥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街道犹如一条条
巨龙盘旋在城市中间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袁我市
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袁 异地搬迁脱贫工程是其中
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全市深山尧库区尧地质灾害多
发地等自然村的村民袁 纷纷搬迁到市区或圩镇
居住遥仅 2016 年和 2017 年袁瑞金城区就建成移
民集中安置点 36 个袁 完成 1.25 万人的异地搬
迁任务遥 据统计袁野十三五冶期间袁从周边农村搬
迁至城区居住的人数袁至少在 6 万人以上遥这些
原本的农村村民袁摇身一变袁成了城市市民遥

实现就业院
从安居到乐业的拓展

搬得进袁还要稳得住遥就业问题成了移民搬
迁户最担心的问题遥 如何破局钥 梁远征告诉记
者袁市市场监管局结合自身职能袁把稳就业保民
生作为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发挥

注册登记尧 商标广告尧 质量计量等市场监管职
能袁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大发展袁引导移民搬迁
户就近创业就业遥

5 年前袁 我市实行行政审批相对集中改革
措施袁一口咨询尧一窗受理尧一门办结等措施早
已走入正轨遥 企业注册登记时限也从 5 天到 3
天尧2 天尧1 天逐步缩短袁当场办结率高达 90%以
上遥 近年来袁我市又推行了野网上办尧不见面尧快
递送冶等改革措施袁让业主从野最多跑一次冶变成
了野一次也不跑冶遥简流程尧优服务尧降成本袁让企
业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遥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袁 我市市场主体仍
然保持稳步增长势头遥截至目前袁全市各类市场
主体已经突破 4 万户袁同比增长高达 16%袁实现
了三年翻番的目标遥野十三五冶期间袁金一电缆公
司进入中国线缆行业百强袁 光大村镇银行落户
瑞金袁成为赣州县级首家区域性总部银行遥德煜
光电尧美润环保等 12 个项目顺利投产袁打通了
LED尧 电线电缆上下游产业链条遥 借助红色旅
游袁我市星级酒店成倍增加袁由此带动住宿尧餐
饮尧土特产品销售等行业迅速崛起遥

市场主体的增加袁 为移民搬迁户提供了大
量就业岗位遥市市场监管局登记股负责人测算院
按平均每户企业提供 10 个就业岗位计算袁一万
多户企业袁 至少能够提供 10 万个就业岗位袁加
上 3 万多个体工商户提供的就业岗位袁 移民搬
迁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完全没有问题遥

钟小林的老家在离该市九堡圩镇 10 多公
里的一个深山里袁没有公路袁赶集只能靠步行曰
没有通电袁晚上照明只能靠煤油灯遥 10 年前袁他
举家搬迁到九堡圩镇居住遥 失去赖以生存的农
田后袁钟小林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遥市场监管部门

引导他在瑞金市区开了一家副食超市遥 2021 年
11 月 19 日袁记者在这家名为野家鑫冶的超市看
到袁超市被经营得红红火火袁大人就业袁小孩读
书袁一家 6 口人各得其所遥 和钟小林一样袁其所
在村小组的 20 多户将近 100 名农民袁全部搬迁
到了九堡圩镇或瑞金城区居住袁 有的自己创业
办厂尧开店袁有的就近进厂务工袁基本上实现了
在野家门口冶就业遥

城乡一体院
从速度到质量的提升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院市场主体增加尧
经济发展加速的同时袁假冒伪劣随之增多袁环境
污染日益加剧遥假烟尧假酒尧假药袁曾在瑞金嚣张
一时曰路边店拦车宰客现象也时有发生袁以致过
往司机口口相传袁野吃饱饭袁加足油袁到了瑞金不
停留冶噎噎严重影响了我市的商业信誉遥来自市
场的反馈让人们意识到了信用立城尧 质量兴市
的重要性袁我市的发展思路也开始从野有没有冶
到野好不好冶转变遥 品牌质量尧安全环保袁就是其
转型发展的目标之一遥

梁远征介绍说袁全市紧盯目标袁重典治乱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该市市场监管部门先后多次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袁立案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
200 多起遥 执法对象涉及食品尧药品尧特种设备
和产品质量等各类经营者袁群众的安全感得到
满足遥 城区 20 多家石材加工企业搬迁到郊外
无人聚居的地方袁 云石山乡 60 多家小石灰窑
拆窑返林袁全市 100 多家野小散乱污冶企业得到
有效整治袁500 多家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彻
底拆除遥

我市快步稳走之路袁越走越清晰袁越走越坚
定遥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我市连续 5 年评为江西省高
质量发展综合考评先进县渊市冤遥 得邦照明公司
连续两年获得赣州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曰金一尧
金字等 10 多家企业的产品评为省名牌产品曰九
华药业等 2 家企业评为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曰
全市食用农产品尧食品尧药品的质量抽检合格率
均在 98%以上遥

在梁远征看来袁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城
镇化袁更是产业尧人口尧土地尧社会和农村五位一
体的城镇化遥野十三五冶以来袁我市积极引导高能
耗尧高污染企业及时关停袁转产从事山林承包尧
果业开发等绿色产业袁 鼓励移民搬迁户流转自
家的责任田尧 自留山袁 由承包商实行机械化生
产袁集约化经营袁走出了一条集约尧节能尧生态的
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遥野十三五冶期间袁该市组
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 多家袁 家庭农场 50 多
家袁涵盖了脐橙尧蔬菜尧油茶袁以及猪牛羊尧鸡鹅
鸭等种养业遥山上有橙袁田间有菜袁水中有鱼袁家
里有猪袁生姜尧白莲尧家禽等特色产业竞相发展袁
我市的农业产业化道路越走越宽遥

如今的瑞金袁绿色发展高歌猛进袁品牌意识
深入人心遥 绿野轩公司成为国家油茶种植标准
化示范基地袁野瑞金荸荠冶尧野瑞金茶油冶注册为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袁野瑞金咸鸭蛋冶 被认定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袁 并制定了江西省地方
标准噎噎漫步瑞金城区袁华灯璀璨袁都市繁华袁
好一座活力四射的红色故都曰行走乡村小道袁青
山绿水袁果压枝头袁仿佛丰收在望的绿色家园遥
70 多万瑞金人民传承红色基因袁 感悟初心使
命袁 正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奋力书写着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时代答卷遥

本报讯 渊廖俊卿 记者温浩冤1 月 10
日袁我国第二个野中国人民警察节冶来临之
际袁由共青团瑞金市委尧市公安局尧市教育
体育局联合主办的 野全民反诈窑青春同行冶
反电信网络诈骗巡回宣讲活动袁 在瑞金市
中等专业学校举行遥

活动中袁 反诈宣传民警围绕什么是网
络诈骗尧网络诈骗的常用手段尧如何预防被
诈骗尧 如何预防成为他人实施诈骗的 野工
具冶尧当前青少年最容易被骗的几种情况等
方面进行宣讲袁 朴实易懂的语言和真实生
动的案例袁 让全体师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
电信诈骗的危害袁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安全

防范意识和反诈辨别能力遥 瑞金市中等专
业学校学生杨菲告诉记者袁 通过今天这个
活动袁她学习到了很多反电信诈骗的知识袁
如果今后遇到民警讲解宣传的这种情况袁
大家应该不听尧不信尧不转账袁同时袁积极宣
传反电信诈骗知识袁 让更多人参与到反电
信诈骗当中去遥

据了解袁接下来袁瑞金市反诈巡回宣讲
活动还将继续深入各个中学袁全面掀起野全
民反诈袁青春同行冶的热潮袁为广大青少年
构建安全屏障的同时袁 鼓励青少年加入到
反诈宣传阵营袁 在构建平安瑞金建设中发
挥出青年力量遥

本报讯 渊记者邹仕山冤春节将近袁电信
诈骗犯罪进入高发期袁 瑞金联通努力践
行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初心使命袁多渠道
做好反电信诈骗工作遥 深入推动野断卡冶
专项行动袁 通充分利用运营商优势积极
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袁 广泛通过
线上线下渠道进行反诈宣传遥 同时袁利用
营业厅尧短信尧公众号尧短视频等渠道加
强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力度袁 提高广大群
众反诈意识与能力袁 进一步用行动筑牢

全社会反诈防线袁守护好老百姓的野钱袋
子冶遥

瑞金联通公司副总经理黄兴斌告诉记
者袁 接下来袁 瑞金联通将优化升级监测系
统袁用更精准的平台数据袁配合数据监控模
型尧鹰眼系统及举报投诉情况袁多维度对疑
似用户进行风险判定袁 及时关停有异常的
号码遥 同时袁配合公安部门袁自动预判涉诈
号码袁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诈骗线索袁
保护用户权益遥

本报讯 渊记者 丁鑫朋冤近日袁市林业局开展
了检疫执法专项行动袁 行动期间查处一起违规
收购加工松材线虫病疫木案件遥

谢坊镇村民刘南京从事木材加工袁 其木材
加工厂存在违规收购尧加工生产疫木行为袁市林
业局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时发现该违规行
为袁于日前立即对其木材加工厂进行了查封袁对
所非法收购的疫木进行了集中烧毁袁 并进行了
行政处罚遥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树萎蔫病袁是松树的一
种毁灭性流行病袁一旦发生袁治理难度相当大遥
为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管控袁市林业局
按照野全覆盖尧零容忍尧严执法尧重实效冶的要

求袁集中打击尧整治违法违规采伐尧运输尧加工尧
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行为袁 查清疫木来
源袁消除疫情传播隐患遥 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
期间袁出动检疫执法尧林政执法人员 20 人袁检
查木材经营单位和使用松木包装电缆盘单位
20 多次遥

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站长谭北京告
诉记者袁 我市对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非常
重视袁每年投入大量防控资金和人力尧物力袁有
效遏制了松材线虫病疫情的快速扩散蔓延袁疫
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今后袁市林业局将
常态化尧经常性进行检疫执法检查袁重拳打击林
业检疫违法行为遥

要要要高质量发展引领野红都冶瑞金城镇化建设华丽转身
阴朱海 钟小平

反诈巡回宣讲活动
走进瑞金中专

瑞金联通院

持续做好防电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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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病疫木案被查处

中医院举办
科技创新评比活动

本报讯 渊刘瑶 记者钟剑灵冤1 月 5 日晚上袁市中医院举办科
技创新评比活动遥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袁6 个新技术脱颖而
出袁获得相应奖项遥

赛前袁选手们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汇报顺序遥 比赛采取
现场 PPT 汇报尧评委提问尧选手答辩尧即时打分的方式进行袁
汇报内容主要是医疗尧 医技科室当年开展的院级新技术尧新
项目遥

比赛开始袁来自 13 个科室的 14 个新技术尧新项目陆续进行
汇报遥 各参赛选手采用图文并茂的 PPT 演示袁从新技术尧新项目
的主要内容尧开展情况尧项目优势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袁向在座评委
们详细汇报袁充分展现出各科的技术创新实力遥 每个项目展示后袁
评委们都一一进行点评遥

评委们秉承着公平尧公正尧公开的原则袁认真听取汇报袁从项
目的先进性尧实用性尧技术难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袁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 1 名尧二等级 2 名尧三等奖 3 名遥

活动的开展袁为全院医务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
台袁营造了善于钻研尧勤于实践的浓厚氛围袁激励了更多的医务人
员发扬创新精神袁提升医疗和科研技术水平遥 今后袁该院将继续以
饱满的热情尧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务实苦干的作风开展工作袁为助
力健康瑞金建设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新
的尧更大的贡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