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2 ■2022年8月9日 星期二 ■一版责编：温云高 校对：温庆本 ■二版责编：陈盛昌 校对：郑 薇综 合 RUIJIN BAO

8 月 6 日上午，市
红都救援大队、红十字
救援队在黄柏乡富溪
水库开展水上、水下救
援知识和技能培训，并
进行分组实战联合救
援演练，救援志愿者二
十余人参加。期间，志
愿者先后学习了水上
救援机器人的实践操
作技能、冲锋舟的驾驶
技能和救援要求，熟练
了水下潜水装备的使
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在
水中实践操作模拟救
人过程。图为正在进
行冲锋舟驾驶演练。

刘水沅
记者吴志锋 摄

8月6日上午，
“中国梦·劳动美
—— 喜 迎 二 十 大
建功新时代”瑞金
市职工亲子轮滑
大 赛 精 彩 开 赛 。
据 悉 ，该 活 动 是

“全民健身·幸福
瑞金”全民健身日
系列活动，由市总
工会、市教体局主
办，市轮滑协会承
办，吸引了 200 名
选手参赛，乐享亲
子运动时光。图
为选手正在进行
轮滑比赛。

记者吴志锋
丁鑫鹏 摄

本报讯（记者崔晓燕）夏粮丰收，仓
廪丰实。8月4日上午，记者在瑞金市粮
油收储公司云石山粮管所院内看到，送
粮的大货车络绎不绝。自夏粮收购以
来，我市认真分析研判夏粮收购形势，制
定收购预案，鼓励腾仓并库、筹措资金，
积极入市收购。目前，全市粮食市场秩
序稳定，购销两旺。

“7月30日，瑞金早稻收购任务正式
开始，为切实做好今年早稻收购工作，我
市积极准备了 1.2万吨的仓容和 3000多
万的早稻收购资金，并新增5000吨地方
储备粮指标。同时在早稻收购期间，我
们安排人员到各基层粮库协助做好粮食

收购工作，全面确保有仓收粮、有钱收
粮、有人收粮。”市粮油供应中心主任钟
蔚柯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在原粮检验室内，看到
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早稻进行着
容重、重金属等项目的检测。“这批早
稻的质量很不错，各方面都达到了国
家粮食收购标准。”市粮油收储公司仓
储科科长刘学东拨弄着手心里的早稻
粒说道。刘学东向记者介绍说，目前
是夏粮收储的高峰期，每天都有大量
的运粮车前来送粮，早稻的质量普遍
较好。

近年来，受国家粮食政策的鼓励，农

民的种粮积极性高涨，规模化和机械化
程度越来越高，粮食的质量也有了很大
提升。“我们今年种植早稻有 800 多亩，
产量可达60多万斤，目前已经售出40万
斤左右，还有20万斤正在烘干。我们的
家庭农场种粮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
水里走的是插秧机，田里跑的是收割机，
丰收以后是烘干机，全部机械化操作，比
起以前一年能节省一半成本。”瑞金市梁
小明家庭农场成员梁勋说道，他身后的
两台烘干机正在全速运转。

“早稻开镰后，我们就检修设备，把
收割回来的早稻进行烘干。用烘干机给
早稻脱水，能防止早稻发霉变质，利于储

藏，再也不用为晒粮‘发愁’了，今年早稻
价格卖得还不错，每次卖完粮，粮款当天
就到账了，让我们很放心，明年还计划增
加种粮面积。”梁勋开心地说道。

据悉，我市今年早籼稻计划收购数
量11717吨，其中省级储备粮4607吨，县
级储备粮 7110 吨。为做好今年粮食收
购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多措并举，提前做
好腾仓并库、人员培训、机械保养、资金
储备等各项工作。自开秤以来，每天坚
持“早开门、晚收秤”，全力做到“仓等粮、
钱等粮、人等粮、车等粮”，确保夏粮收购
应收尽收、优质优价，助力农民增产增
收。

传承红色基因
铸就高尚师魂

——全国中小学领导人员师德师风教育示范
研修班在我市现场教学

本报讯（毛丽群 记者吴志锋）8月 3日到 4日，2022年“中小
学领导人员师德师风教育示范研修班”在我市现场教学。研修班
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学的140多位党组
织书记、校长参加研修。

研修班学员在市红源记忆教育培训基地接受专题教学《苏区
斗争史与苏区教育》，全面学习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史，特别是中
央苏区艰苦卓绝的教育奋斗史。学员还到叶坪旧址群、红井旧址
群进行现场教育，参观“一苏大”旧址、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教育
部旧址等旧址，品尝红井水，聆听《八子参军》《红井往事》等红色
故事，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苏区艰苦卓绝的岁月，感悟伟大
的苏区精神。

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实、一个个故事，共同构
成生动的课堂和精彩的教学，让学员们心潮澎湃，留下深刻的印
象。据悉，研修班7月31日在井冈山开班，为期一周，通过情景对
话、现场访谈、专题研讨、体验教学等形式，将红色文化与师德师
风主题教育有机结合，旨在加强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
设，引导教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争做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水平和质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本报讯（记者温浩 丁鑫朋）8 月 6-8
日，市教体局组织开展“全民健身动起来”主
题系列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比赛和展
示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本次“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不仅有激
烈的职工篮球赛，也有深受孩子们喜欢的趣
味亲子轮滑比赛，还有老年健身运动项目展
示和年青市民喜爱的全民健身瑜伽节等体
育活动，活动涵盖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段，受
到广大市民和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热捧，3天
来，近千市民参与其中。

近年来，我市各项体育工作蓬勃发展，

各支文体团队也经常活跃于大众视线中，
以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健身活动不断带
动市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市教体局
群体办负责人陈强表示，“全民健身日”就
是一个标志和推动力，我们将不断强化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红色体育文
化，积极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向社会开放，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
身运动，扩大全民健身节日的社会影响，
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全民健身行列中
来，进一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
体系。

护农狩猎工作初显成效
本报讯（欧阳寻 记者吴志锋） 6月底以来，市泽元护农狩猎

大队陆续接到泽覃、万田、云石山等 10 余个乡镇的狩猎野猪诉
求。狩猎大队根据有关乡镇野猪数量及分布情况，组织狩猎力
量，制定狩猎方案，并依法申请狩猎证，先后已执行狩猎任务 126
次，通过猎狗捕猎的方式成功猎杀野猪13头。

近年来，随着森林资源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市生态环境得
到显著改善，野猪出走山林来到田间地头毁坏农作物的现象也逐
渐增多，给全市山区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为此，
2022年我市出台《瑞金市护农狩猎工作实施方案》，根据瑞金市护
农狩猎工作要求依法组建一支专业狩猎队伍——瑞金市泽元护
农狩猎大队，并于6月23日在绵江林场揭牌成立。该大队对野猪
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适量捕杀，减少野猪对农林业的危害，实现
科学调控野猪种群数量和结构，进一步加强我市境内野猪种群调
控，防范和减轻野猪对我市农林业生产的危害，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食物链结构完整性、生态平衡性、生物多样性。

此外，为降低农户的损失，我市还为全市农户办理了水稻保
险，保额为400元/亩，有效维护了农户切身利益。

★8月 6日，赣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晖一行深入叶坪镇、泽覃乡等地调研蔬菜产业、
数字农业、富硒产业等重点农业农村工作。他强
调，要积极完成大棚蔬菜建设任务，围绕工作目标
任务，逐级压实责任，落实蔬菜大棚建设面积。要
大胆探索发展荒坡丘陵地大棚蔬菜设施，统筹做好
蔬菜与粮食安全；克服高温炎热天气，做好杂粮种
植生产；要狠抓大棚蔬菜建设和管理，同时提升设
施种菜技术，确保种出高品质的赣南蔬菜等。

来源：瑞金三农

★8月 4日下午，市卫健委召开 2022年半年度
基层卫生健康与中医工作调度会，总结上半年基层
卫生健康和中医工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部署
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务必要履职担当，严格按照上级工作部署
和要求，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以推动问题整改为
抓手，对标对表，为全市基层卫生健康各项工作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黄焰清

（上接第1版）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砥砺奋进，
一仗接着一仗打，经受住了多方面考验，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历
史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奋
斗开创未来；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
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
的奋斗。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要对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
望，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
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
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我们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
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
和发展动力，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锚定既定奋斗目标、
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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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
艰苦的努力。历史告诉我们，团结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当此船到中流、人到半
山之时，正需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
量。只要 14 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
9600 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未来，我
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奇
迹。

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我们
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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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
动的积极因素，全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
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 人民日报 》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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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预案 筹措资金

夏粮收购忙起来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全民健身动起来”系列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