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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袁海东）“你们在高温天
气坚守岗位，辛苦了！”“大家一定要注
意防暑降温，保重好身体。”“室外温度
高，大家记得多喝水。”7 月 31 日上午，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文明路
环卫点、桦林北路环卫点、赣东南执法
大队执勤点、火车站卡口执勤点走访慰

问奋战在一线高温作业的干部职工。
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对他们在
城市管理工作中发扬先锋模范作用，不
怕苦、不怕累、斗酷暑、战高温的精神表
示肯定，并嘱咐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
时，要根据气温变化和工作实际，科学
安排户外工作时间。

为利用光伏电站夏季高产能的优势，充分发挥光伏产业精准帮扶作用，近日，市丰安公司组织人员开展夏季光伏扶贫电
站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对电站内设备、电站周围环境等进行检查，对现场发现的问题要求运维公司及时整改，确保电站设备
正常高效运行，提高发电效率和延长使用寿命。图为工人师傅在壬田镇横坑村光伏扶贫电站维修场景。 章薇 钟辉 摄

▼7 月 28 日，瑞金
疾控中心联合金都医
院举办了“世界肝炎
日”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发放丙型
病毒肝炎相关宣传手
册 100 余份，向群众普
及丙肝的相关知识，并
就国家免疫规划相关
政策、肝炎防治知识、
儿童预防接种等防控
知识进行现场答疑。
活动提高了群众对肝
炎防治知识的认识，进
一步消除了群众对各
种病毒性肝炎传播途
径的认识误区，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肖晖 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市广大农村涌现
出一大批返乡创业青年，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带领群众大胆创新创业，通过开办家庭农场、
组建农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等不同方
式，带动群众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致富路。日东
乡贡潭村的彭兰文便是其中一位。

夏日炎炎，在日东乡贡潭村畔山谷家庭农
场，彭兰文如同往常一样在脐橙园里修剪果枝，
对果园进行夏季管理。彭兰文告诉记者，之前他
在外做服装设计工作，每次回家看到外出务工人
员越来越多，不少土地撂荒，便萌生返乡创业的
念头。“2012年的时候回来组织村民谈了一次，就
叫大家看一下搞个什么产业，刚好那时候我们这
边脐橙产业发展前景比较好，于是大家决定就投

资种脐橙。”彭兰文回忆道。
经过反复考察，彭兰文看准当地山林优势，

通过自筹及创业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 100余万
元租用林地1000余亩，创建了日东乡首个家庭农
场——瑞金市畔山谷家庭农场。同时，彭兰文以
家庭农场为依托，积极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不
仅自己率先种植脐橙，而且义务向其他村民传授
脐橙种植技术，并无偿把自家流转的林地给无地
贫困户种脐橙。村民彭兰春说：“我们以前什么
技术都不懂，是彭兰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施肥、打
农药，渐渐地我们才掌握种脐橙的技术，我们有
不懂的也会问他。我家脐橙今年可能产果七八
万斤。”

在彭兰文的示范带动下，当地村民积极响

应，纷纷发展各类农业产业。目前，全村脐橙种
植面积达 5000亩、白莲种植面积达 600亩，该村
已实现人均 50 株脐橙、户均 5 亩果园的产业发
展目标。随着村里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好，这也
让当初不太支持他返乡创业的妻子范娟华逐渐
理解他。她说：“刚开始他也什么都不懂，所以
对他没什么信心，后来看他不断努力去向这些
老师、专家学习，现在慢慢觉得他在这个方面还
是比较成功的，这些老表都比较支持他，现在我
也相信他。”

本报讯（谢志远）7 月 28 日，我市
召开2022年秋季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
种证查验工作培训会，全市各接种单位
分管院长（主任）、科室负责人，各小学、
幼儿园卫生健康安全工作的分管领导
共18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疫苗接种是防治传染病
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而查验证工作
是提高儿童疫苗接种率的重要手段，也
是保护儿童健康、避免学校传染病暴发
流行的有效措施，是教育部门和卫生部
门的共同使命。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认真传达
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要进一步加强预
防接种工作，在巩固提高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的同时，着力提高非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的预防接种；要进一步加强

预防接种工作宣传，营造良好的预防接
种工作氛围；要按照时间节点抓好接种
证查验工作的落实。

会议还特邀请省级专家详细解
读新冠背景下秋季校园传染病的免
疫防控工作。通过精准数据分析了
当 前 新 冠 疫 情 下 校 园 传 染 病 的 特
点和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现状，
分别阐述了水痘、流行性腮腺炎、手
足口病、流行性感冒流行病学特点、
疾病负担以及免疫防控策略，以及
提出常规疫苗接种、免疫水平提高
等工作建议。

随后，由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系统
讲解了2022年瑞金市秋季新入托、入学
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相关知识以
及信息平台操作注意事项。

本报讯（杨小春）受前段时间强降
雨影响，绵江河流域河水暴涨，河道两
旁不少树木被冲毁。据反映，一棵大树
及大堆枯树杂物被河水冲倒，顺流而下
冲到了武阳镇长征第一桥，被几个桥墩
挡住，严重影响河道畅通及桥面人员车
辆通行，危及桥身安全，存在极大隐患。

7月 31日，市专业森林消防大队接
到通知后，携带橡皮艇、油锯、安全绳索
等工具，迅速前往处理。

市专业森林消防大队队员们到达
现场后，只见一根大树枯枝和大堆黄竹

枯树缠绕在一起，卡在了桥墩下。当日
温度高达39℃，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下
到河道，先使用电锯将最大的树木枯枝
及零散的竹子分割，然后通过绳子将分
割好的枯木竹子拖移上岸，并对其它杂
物进行清理。

经过长达 8 个小时的努力，队员
们个个汗流浃背，最终，他们成功将
河道里堵塞桥墩的大树干和枯树竹
子及其它杂物清理完毕，消除了安全
隐患，保障了长征第一桥的安全及河
流畅通。

市专业森林消防大队组织人员

清除桥下堆积物 保障河道更畅通

发展脐橙产业 带领群众致富
——记乡村振兴带头人彭兰文

□钟小花 记者丁鑫朋 温浩

（上接第1版）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前进。十年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砥
砺奋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心军心民
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极大增强
了 14 亿多中国人民锚定既定奋斗
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
力量。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前，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
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
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
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
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我们清
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
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实践告诉我们，历史发展有
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
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
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
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

进。新的伟大征程上，无论风云如
何变幻，无论挑战如何严峻，我们都
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志不改、道不
变的决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振奋
起共产党人应有的精气神，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
扰所惑，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
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
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新的征程
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
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
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
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实
践告诉我们，在重大风险、强大对
手面前，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
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
得发展。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大
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
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
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
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
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

斗争的新胜利。只要全党坚定历
史自信，保持历史主动，继续发扬
担当和斗争精神，以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气概，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
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
积极应对，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敢于
出击、敢战能胜，攻坚克难、勇毅前
进，就一定能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
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上，心中装着百姓，手中握有真
理，脚踏人间正道，我们信心十足、力
量十足。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保持“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昂扬斗志，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

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秋季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
查验工作培训会召开

市城管局关爱一线作业人员

经逐级推荐、实地核查、严格评
审，近日，瑞金第一中学第八党支部
荣获第二批全省离退休干部“示范党
支部”称号。

近年来，瑞金第一中学第八党
支部在市委组织部、市老干局的精
心指导下，在市委教体工委的关心
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

基层党建“三化”建设提质增效和党
建质量过硬行动为抓手，深化政治
引领，始终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首
位，持续加强政治学习，锤炼党性修
养；强化队伍建设，优化活动阵地，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通过
专题党课、红色诵读、实地参观、现
场教学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老同志
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支部党员整体
素质；退休不褪色，退休不退心。党

支部教育引导退休教职工党员发挥
专长，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开
展党员志愿服务，关心关爱学生成
长，热心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工作，
奉献社会。充分发挥“一名党员一
面旗帜，一个支部一个堡垒”的作
用，为全面建设“六个江西”，为把瑞
金建设成现代化次中心城市贡献了
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来源：瑞金教体

我市一学校党支部荣获省级荣誉

8 月 1 日，市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观察员聘任仪式在市总工会
举行。

仪式上，市总工会向我市产改试点
企业改革观察员颁发了聘书，要求改革
观察员要积极履行好职责，深入车间班
组和职工群众，宣传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义和政策制度，及时反馈一线
实情，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相关
政策和措施落地生根，打造新时代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瑞金样板”。

据了解，改革观察员主要从试点企
业车间班组一线管理岗位上的劳模、工
匠、技术工人、农民工、基层工会干部中
选聘，改革观察员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职

责：一是积极参与产改工作，热心服务
职工，发挥政府与企业职工间的桥梁纽
带作用；二是认真学习产改相关政策，
深入车间班组和一线职工宣传产改工
作的重大意义和有关政策；三是在本单
位营造良好产改氛围，让更多产业工人
积极关注、参与到产改中来；四是广泛
收集职工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听取
职工对产改工作的意见建议；五是将收
集的职工意见和产改工作情况进行汇
总整理，每月就有关工作与市产改办联
络员沟通一次；六是在市产改办指导
下，在本单位党组织领导下，有序参与
本单位产改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的监督、
考核和评估。 来源：红都工运

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观察员

聘任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