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壬田镇入选 2022 年全国
“村晚”示范展示点

本报讯 渊记者刘黎明冤日前袁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发布叶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野村晚冶示范展示有关工作的通知曳遥 经研究审核袁天津市北辰区等 80 个
地区作为 2022 年全国野村晚冶示范展示点遥 江西省 3 个地区入选袁其中瑞金市壬
田镇榜上有名遥

记者了解到袁此次市壬田镇农民野村晚冶节目由中共瑞金市委尧瑞金市人
民政府主办遥节目演出地点设在罗汉岩景区山门前小广场袁正式演出时间是 1
月 19 日袁节目推选的主题是野弘扬乡风文明 助力乡村振兴冶袁主要内容是以红
色文化和客家文化为素材袁由壬田农民自导自演尧壬田乡贤共同参与袁把文艺
表演尧非遗展示尧美食推介融合在一起袁演绎新时代里新农村文明幸福的生活
场景遥

瑞金是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
祥地袁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遥 同时袁瑞金又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袁千
百年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遥 届时袁此次野村晚冶节目将把苏区歌谣尧红色
山歌尧客家年俗尧客家灯彩尧客家美食等表现形式集中展示袁给予全国观众一台
丰富多彩的文艺大餐遥

首张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电子证照颁发

本报讯 渊欧阳高勇 陈红莲 记者吴志锋冤野给我们节约了
很多时间袁不出门就可办成事遥 冶近日袁市冠儒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杨先生顺利申领到了我市首张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电子证
照袁激动地说遥 电子证照的颁发是市行政审批局深化野放管服冶
改革袁推进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活动袁助力野双减冶政策落地见效
的重要举措袁标志着我市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实现真正意义上在
线办理遥

当时袁市行政审批局电话通知杨先生袁野许可证办好了袁你
可以直接去下载电子证照遥 冶对此袁杨先生很惊讶袁在工作人员
的电话指导下申领到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电子证照后袁他还
表示袁现在从系统里办理电子证照袁只要把相关信息和材料在
电脑里上传就可以了袁 省去了带着纸质材料到服务窗口提交袁
比以前方便了很多遥

据了解袁 申请人通过江西省民办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向审批机关申请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核发尧变更尧延期等
事项袁经审批机关线上受理批准后 袁无需等待尧无需野跑
腿冶袁即可办理成功袁并能自行下载带有审批机关电子签
章的电子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袁不必再次到服务窗口领取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袁电子证照的应用给民办学校带来了
极大便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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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杨丹 记者刘黎明冤当前袁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遥 为加强春运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袁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从市属医院抽
调采样人员组成机动采样队伍袁 到火车
站尧汽车站等地袁为省外来瑞返瑞人员免
费提供核酸检测服务遥

记者获悉袁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要求袁
省外低风险地区来渊返冤瑞人员袁必须在
抵瑞后 24 小时内主动开展一次核酸检
测遥 为方便相关人员开展核酸检测袁我市

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出站口分别设立了核
酸采集点袁既有效提升了核酸检测效率袁
又减少旅客聚集和等待时间遥

连日来袁 记者在市火车站出站口看
到袁 来瑞返瑞的旅客在志愿者和医务人
员的引导下袁有序地进行核酸检测遥 火车
站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曾丽花告诉记
者袁 自瑞金火车站核酸采样点开展工作
以来袁医务人员全天候在岗袁为省外返瑞
人员以及来瑞旅客进行免费核酸检测袁
目前工作进展顺利袁 得到了广大旅客的

支持和理解遥 从安徽芜湖市返瑞归家的
市民钟宇称赞说院野出了火车站袁 发现门
口就有免费的核酸检测袁 不用去医院排
队等待袁非常便利遥 冶

在市汽车站袁 一辆来自福建石狮的
长途客运车缓缓驶入客运站遥 在下车点袁
工作人员引导全体旅客现场进行核酸检
测袁不少旅客为我市核酸检测点野前移冶
的举措纷纷点赞遥 野刚下车我们就看到
汽车站有核酸采样点袁 觉得这个对于我
们来说十分便利袁因为家里住得比较远袁

我们做个核酸检测十分有必要袁 为了自
己好袁也是为了家人好遥 冶从福建返瑞的
几位市民说道遥

据了解袁截至 1 月 12 日袁市火车站
和汽车站对省外来瑞返瑞人员共进行核
酸检测 5576 人次遥 目前袁我市瑞金东尧瑞
金西尧瑞金南尧瑞金北高速路口及叶坪黄
沙赣闽交界处的核酸采集点也已经投入
使用袁前移防控关口袁创新防控方法袁竭
尽全力尧全方位尧全天候筑牢我市疫情防
线遥

近日袁 解放
路社区组织党员
干 部 开 展 学 习
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曳叶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曳叶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案例通报曳叶论
中 国 共 产 党 历
史曳袁进一步加强
党风廉政教育和
干部作风建设遥
图为学习现场遥

杨道源 摄

爱心企业固定捐资
助力公益救援

本报讯 渊记者吴志锋冤1 月 12 月袁市红十字会尧江西旭辰
建设有限公司和瑞金蓝天救援队三方签订了叶支持公益救援基
地建设意向合同曳袁共商公益救援良性发展之道遥

三方协商决定袁从 2022 年开始袁江西旭辰建设有限公司每
年净利润的 5%捐给乙方瑞金蓝天救援队袁 用于技能培训和基
地建设曰市红十字会作为善款接收方和监督方袁向捐赠方开具
捐赠票据袁监督瑞金蓝天救援队用好善款遥在协议签订前袁该公
司在 2021 年 12 月底通过市红十字会袁定向给瑞金蓝天救援队
捐款 6000 元遥

野我们希望更长期稳定支持公益救援事业遥 冶该公司负责
人刘彬表示遥 据悉袁该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尧施工及销售一体化
的专业地坪建造高新企业袁刘彬也是瑞金蓝天救援队队员袁一
直以来都在关心支持瑞金蓝天救援队发展袁 希望逐步完善原
有训练基地袁促进队友救援技能发展袁故决定固定利润 5%捐赠
支持公益救援事业遥

野我们感谢爱心企业的捐赠袁 也非常感谢红十字会的鼎力
支持遥冶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尧队长刘海昌表示遥据悉袁市红十
字会发挥捐赠票据开具和公开募捐资质优势赋能公益组织发
展袁代公益组织接受善款袁开具具有抵扣税收作用的捐赠票据袁
不收取管理费袁全额足额及时高效拨付给公益组织袁极大降低
了公益组织接受捐赠的成本袁提升了企业参与公益捐赠的积极
性袁助力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良性发展遥

特殊的婚礼
本报讯 渊记者谢芳玉 丁鑫朋冤野你愿意嫁给我吗钥 冶野我愿

意遥 冶和无数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一样袁1 月 13 日袁朱辉和张丽
渊化名冤在婚礼上许下了爱的誓言袁但他们是在我市某隔离酒店
举行的婚礼遥

当天上午袁没有繁琐的流程袁没有亲友的见证袁在工作人员
的简易布置下袁这场特殊的婚礼也浪漫进行着遥野得知要在婚期
隔离袁我内心是非常难以接受的袁但是在疫情期间袁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疫情防控措施袁 虽然不能正常举办婚礼袁
但在这里袁工作人员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约的婚礼袁也弥补了
我们心中的遗憾袁很感谢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袁在这里也祝愿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遥 冶张丽开心地分享道遥

据了解袁 夫妻俩 1 月 7 日从深圳返瑞袁1 月 9 日深圳出现
疫情后袁朱辉遵守防疫规定袁主动向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并前
往酒店隔离遥野防控疫情人人有责袁我不能因为顾小家而耽误大
家袁这是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遥 冶朱辉说遥

三冬虽寒人心暖袁
人间温情处处在遥 1 月
16 日袁 市赋能济困公益
协会举行野捐爱开箱尧快
乐成长冶 羽绒服发放仪
式袁先后向 20 名困境儿
童各发放一件价值 500
多元羽绒服遥 据悉袁野捐
爱开箱尧快乐成长冶活动
是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
金会星火爱心基金面向
3-14 岁困境儿童送温
暖的公益项目遥 整个活
动中袁我市瑞林镇尧谢坊
镇尧沙洲坝镇尧黄柏乡尧
泽覃乡等乡镇近 200 名
困境儿童收到 了羽绒
服遥 图为 1 月 16 日发放
活动现场遥

记者吴志锋 摄

前移防控关口
筑牢疫情防线

据钱江晚报窑小时新闻报道袁近日袁衢
州柯城白云街道春江月苑小区业主收到
了由业委会定制的现金红包和年货袁共
1074 户袁每户按每平方米 7 元收到现金红
包遥 这是该小区首次给业主发新年红包袁
而这笔钱来自小区 4 年多的公共收益遥

临近春节袁 小区业委会为业主发年
货袁并不稀奇遥而春江月苑小区发的年货
却在网上走红袁一排排年货礼盒袁堆成小
山的大米袁各式各样的零食礼包袁以及现
金红包噎噎礼包上印着野衢州有礼袁礼在
春江月冶等字样袁现金红包的设计有百个
愿望都实现的寓意袁 让领年货的业主充
满了仪式感遥 业主们在微信朋友圈分享
野大礼包冶袁 引发了公众关注袁 有网友大
呼袁野又是别人家的小区冶遥

春江月苑小区这次在网上走红袁不
是没有原因的遥 为给业主送上满意的年
货袁小区业委会向业主进行意见征询袁并
为选择年货产品尧品牌袁前前后后开了 7
次会议袁服务用心显而易见遥在春江月苑
小区喜迎春节尧热热闹闹送年货的背后袁
是共建共治才能共享的小区管理理念遥

从成立小区业委会到管理尧 运营公
共资产袁该小区始终坚持共治共建模式袁
不仅改善了小区治理状况袁 也盘活了公

共资产袁 公共资产由零收益到收益高达
360 多万元遥 经过四年多的摸索袁春江月
苑小区用共治共建模式袁 为小区治理探
索出一套各方认可和接受的治理新模
式遥在共治共建下袁小区公共收益既保障
了公共管理有序运行袁 也为业主共享治
理红利提供了资金支撑遥基于此袁春江月
苑成为广大网友眼中的 野共治共建共享
下的和谐小区尧有序小区尧幸福小区冶遥

野小区是我家袁守护靠大家遥冶小区治
理和谐有序袁并非物业一方的野私事冶袁而
是包括广大业主在内的野公事冶袁需要构
建齐抓共管格局袁 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机
构作用曰小区治理不能无章可循袁还要构
建共建共治机制袁 有序引导各类群体参
与小区治理遥 为此袁业委会要认真履责袁
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广大业主参与到小区
治理中袁形成共治共建的小区治理格局遥
时下袁 小区治理已成为社会基层治理的
应有之义袁 事关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切
身利益遥而小区治理涉及千家万户袁内容
纷繁复杂袁小到电梯广告尧垃圾分类袁大
到停车收费尧物业服务袁只有包括业主尧
物业与业委会在内的所有力量共建共
治袁构筑起基层治理同心圆袁才能提升安
居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渊上接第1版冤心往一处想尧劲往一处使袁
用中国的时间雕刻理想的光辉袁 让今天
的奋斗成就明天的荣光遥

新的一年袁我们万山无阻遥百年变局
叠加世纪疫情袁国际格局加速演变袁全球
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遥面对野世界怎
么了袁我们怎么办冶的时代之问袁中国有
最好的答案遥 我们直面挑战尧拥抱机遇袁
我们独立自主尧开拓创新袁我们为人类谋
进步尧为世界谋大同遥 道阻且长袁行则将
至遥只要我们野咬定青山不放松冶野千磨万
击还坚劲冶袁定会跨过千山万壑袁越过千

难万阻袁凝聚磅礴伟力袁激荡复兴气象遥
愿以寸心寄华夏袁且将岁月赠山河遥

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袁 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袁 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进步伐遥

幸哉袁生逢伟大时代曰壮哉袁擘画伟
大中国浴无畏一切风险挑战袁无惧一切风
霜雪雨袁让我们用水滴石穿的毅力尧只争
朝夕的努力尧坚如磐石的定力尧舍我其谁
的魄力袁踵事增华向着未来再出发浴

来源院叶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曳

勇毅笃行向未来 踵事增华再出发

共治共享，
让小区业主幸福感满满

阴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