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
者胡璐 于文静）21世纪以来第 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

件2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全文共

5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

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

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党中央认为，新发展阶段

“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

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项重大任务， （下转7版）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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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本报讯（记者张宗兴 刘珊伊）2 月 21
日下午，赣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赣州胜利闭幕。

大会应到代表 542 名，实到 493 名，符

合法定人数。

市委书记吴忠琼出席闭幕大会并讲

话。大会执行主席吴忠琼、赵多仙、胡雪

梅、王成兵、孙黎明、欧阳世麟、郑世飘、刘

建明、邱建军、严水石、鲍峰庭、林长茂出

席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赵多仙主持。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许南吉、彭业

明、唐舒龙、高世文、陈李忠、徐兵、何福

洲、邓忠平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大会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表决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赣

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关

于赣州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关于赣州市 2020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1年预算的决议、关于 2020年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决议、

关于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

吴忠琼代表赣州市委向大会的圆满

成功和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向各

位代表、与会同志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

心感谢。她说，走过极其不易、收获满满的

庚子鼠年，迎来整装待发、气象更新的辛丑

牛年，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不怕

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

勤耕不辍、奋勇向前，推动“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努力干成一番新事业，开拓一

片新天地。

吴忠琼强调，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

精神，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

活。永葆为民初心，坚守为民情怀，走好群

众路线，不断为民造福，甘当党和人民的孺

子牛。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

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

工作的根本标准，扎扎实实为民谋利、为民

尽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

放在心上，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聚焦群众普遍关心

关注的民生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在民生实事上下更大功夫，一件一件抓落

实，一年接着一年干，推动老区人民实现共

同富裕。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俯下身子体民情，千方百计办实

事，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带

领广大群众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

吴忠琼要求，要发扬创新发展拓荒

牛精神，奋力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按照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和市两

会决策部署，聚焦“三大战略”“六大主攻

方向”，以更大力度解放思想、改革攻坚、

创新创业，不断闯新路、破难题、开新局。

全市上下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的开放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中科院

赣江创新研究院等国字号创新平台的引

领作用，把创新驱动的引擎全速发动起

来。人大代表要抓住赣州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机遇期和难得窗口期，在市场大潮中

搏击风浪，在科技创新舞台上比学赶超，

在各行各业中争先创优，汇聚起全社会创

新创业的滚滚洪流。

吴忠琼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老黄牛

精神，心无旁骛干事创业。实现赣州“十四

五”和今年的目标任务，要勤勉敬业、负重

前行，深耕细作、苦干实干，“九牛爬坡，个

个出力”，万众一心加油干。要强化“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历史担当，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一茬接

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怕、慢、假、庸、散”等

作风顽疾，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

效，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创造“第一等工

作”。将小我融进改革发展的时代大潮，只

争朝夕、奋力拼搏、担当实干，在各行各业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汇聚推动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磅礴力量。

吴忠琼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

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

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要坚持党的领导，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履

职尽责，统筹抓好立法、监督、决定、任免

等各项工作，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积极配合人大履职，认真

执行人大决议决定，办好人大代表意见建

议，确保人大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要牢记人民重托，珍惜组织信任，强化代

表意识，更好地为人民发声、为人民履职、

为人民造福。

新当选的市长许南吉在讲话时说，大会

选举我担任赣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我感到无

上光荣、责任重大。我深知，这一张张选票，

承载着983万赣南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在这

庄严的时刻，我谨向各位代表和全市人民，

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下转2版）

赣州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吴忠琼许南吉讲话 赵多仙主持 彭业明胡雪梅等出席

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赣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等八项决议

2月21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术报告馆胜利闭幕。图为闭幕大会现场。 记者吴悦 摄市委书记吴忠琼出席闭幕大会并讲话。记者刘凯 摄

社论：

奋力开创赣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 热烈祝贺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市政协五届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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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吴忠琼出席

本报讯（记者张惠婷）2月 21日上午，

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

议。市委书记吴忠琼出席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刘建明主持会议。

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共有 40
人，会议实到 38人，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共有 7 项议程：听取大会秘

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和有关人选

情况的汇报；确定大会正式候选人名单，提

请各代表团酝酿、大会全体会议选举；确定

市五届人大有关专委正式人选名单，提请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总监票人、副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

议、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听取大会秘书处关

于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赣州市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赣州

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

2020年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情况的报告的

决议草案的情况汇报，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决定将 3 个决

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听取和审议大会秘书处关于代表提

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本报讯（记者张宗兴 刘珊伊）2月 21
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之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市委书记吴忠琼监誓。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赵多仙主持宣誓仪式。新当

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许南吉依法进行

宪法宣誓。

16 时许，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

立，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许南吉走

到宣誓台前，面朝国徽，左手抚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向宪法许下庄

严承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

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

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

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整个会场，这是

对宪法权威的尊重，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更是对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

随后，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鲍峰庭、秘书长林长茂、委员薛有长，以及

市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来自全市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

共同见证了宪法宣誓仪式。

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吴忠琼监誓 许南吉宣誓 赵多仙主持

各位代表、同志们：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就要胜利闭幕了。各位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

的责任感依法履职，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它各项报

告，审查批准了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顺利完成了选举任务。在此，

向大会的圆满成功和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

代表、与会同志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回首过去一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战

疫情、稳增长，抓脱贫、惠民生，促改革、扩开放，主要经济指

标全面转正，增速保持全省“第一方阵”；实现历史性整体脱

贫，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连续四年获

全省高质量发展考评第一名，赣南苏区振兴发展阶段性目

标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小康胜利在望。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市委、市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战的结果，也

凝聚着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广大代表的智慧和汗

水。我代表市委，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走过了极其不易、收获满满的庚

子鼠年，迎来了整装待发、气象更新的辛丑牛年。在中华文化

中，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寄寓着人们的美好期

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

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我们

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

鞭自奋蹄，勤耕不辍、奋勇向前，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努力干成一番新事业，开拓一片新天地。

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精神，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富裕

幸福的生活。回顾百年党史，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我们要永葆为民初心，坚守为民情怀，

走好群众路线，不断为民造福，甘当党和人民的孺子牛。要

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

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扎扎实实为民谋利、为民

尽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心关

注的民生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衣食住行、教育医

疗、就业社保、安全稳定等民生实事上下更大功夫，一件一件

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推动老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各

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自觉扎根群众，俯下

身子体民情，千方百计办实事，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

梁纽带，带领广大群众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

要发扬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奋力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进入

新发展阶段，机遇稍纵即逝，挑战前所未有；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要按照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和市“两会”决策部署，聚焦“三大战略”“六大主攻

方向”，以更大力度解放思想、改革攻坚、创新创业，不断闯新路、破难题、开新

局。解放思想不能坐而论道、叶公好龙，要与真抓实干结合起来，落实到一项项

具体工作中，敢于突破常规、触及利益，敢蹚没走过的路，敢拓没垦过的荒，遇事

多想“怎么办”，少说“不能办”，只为办成想办法，不为不办找理由。 （下转4版）

在
市
五
届
人
大
六
次
会
议
闭
幕
时
的
讲
话

（
二○

二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吴
忠
琼


